“二线城市、一流科研”，在长三角
城市群中，合肥的城市特质明显。党
的十八大以来，这座城市更是将创新
作为发展的重要引擎，从科研和产业
布局上多管齐下，实现科技创新由“跟
跑”变为“并跑”“ 领跑”

大湖名城“领跑”科技创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通讯员 汪 竟 许超众
论经济总量，从 2012 年到 2016 年，合肥
的经济总量从 4164 亿元增至 6274 亿元，首
次闯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论城市定位，从
5 平方公里江淮小邑起步，合肥后来居上，阔
步迈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论发展
后劲，合肥坚持创新转型升级发展，在新一轮
发展中继续占得先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合 肥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
安徽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打好科教
“优势牌”，下好创新“先手棋”，持续落实“去
降补”，积极承接“全创改”，打造转型升级版，
铸就经济社会发展原动力。
今天的合肥，创新是动力引擎，是成长路
径，更是发展理念。

因创新而更具竞争力
合肥，从来不缺乏创新的因子。
从上世纪中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内迁，
到被确定为国家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创新合
肥厚植基础；从 2014 年获批为国家科技创新
型试点市，到 2011 年跻身全国“十大创新型
城市”，创新合肥蓄势待发；从“十二五”打造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到今年获批建设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合肥强势崛起。
昔日的合肥，因科教而闻名。今天的合
肥，因创新而更具竞争力。
合肥充分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一以贯

①

下好创新“先手棋”

之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基础研究
领先、应用研发见长，构筑起六大类、集群化
的创新创业平台。
以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等为代表的一批
重大高端创新中心陆续启动建设；
以中科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为先导的一批重大协同创新平
台集聚效应显著；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指向的
一批共性技术研发联盟不断涌现；以“一中心
三基地”
为重点的一批公共服务平台扎实有序
推进；
以先进技术研发和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延
伸为目标的企业创新平台持续释放活力；
以都
市产业园和各类众创空间为载体的一批“双
创”
平台，
成为创新转型发展的重要阵地。
无数次拾阶前行，成就领军之势。2013
年，合肥登上英国《自然》杂志榜单，基础科研
实力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时隔
两年，合肥再登《自然》杂志榜单，成为中国十
大科研产出城市第五名。

分层推进找准领跑路径
围绕信息、能源、健康、环境等领域，合肥
集聚各方智慧，大力推进核心层、中间层、外
围层三大圈层体系建设，为实施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在核心层，重大创新设施加快推进。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重要的创新策源
地 ，核 心 是 布 局 建 设 一 批 国 家 重 大 创 新 设

施。为此，合肥依托现有国家大科学装置，谋
划确定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超导核聚变中
心、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工程、联合微电子中
心、离子医学中心、分布式智慧能源创新平
台、大基因中心等七大平台。
在中间层，协同创新体系活力彰显。
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合肥推动一批高
端平台顺利落户，进一步“解放”科技人员、
“释放”科技力量、
“ 开放”科研设施。目前，
全市工程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总数达 1245 家。
在外围层，成果转化体制进一步
理顺。
合肥突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
“三重一创”，建立健全政府创新管
理、激发创新活力、创新要素保障、
创新引智、军地融合共建、融入全
球体系等六大新机制，促进经济
尽快走上内生增长轨道。
合肥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为牵引，成功实现科技创新由
“跟跑”向“并跑”
“ 领跑”转变，为建
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合肥力量”。

抓住优势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2016 年 4 月 ，国 内 首 款 纯 电 动
SUV——江淮 iEV6S 在北京车展正式上市，
标志着江淮新能源产品进入全新时代。
“唯有
创新才能使制造业走出寒冬。产品竞争的表
象是产品，但实质是技术。”江汽新能源汽车
研究院有关负责人王方龙说。
依托自身的创新禀赋，合肥聚焦科技前
沿和重点领域，抢占制高点，构建起一系列影
响力大、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做优传统产业，
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不
断迈进。近年来，合肥一手抓本地企业改革，
一手抓品牌企业引进，
推动
“传统强项”
家电行
业成为全市首个年产值突破千亿元的产业。
做强主导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新型显示、太阳能光伏、
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机器人产业等形成一
定集聚和领先优势。
做大工业产值，
推动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十二五”以来，合肥的千亿元级产业增加到 4
个，
规上工业企业数由1866户增加到2466户。
创新，正在成为驱动合肥经济发展的强
劲引擎。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 宋国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作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的重大判断，传递出“中国要
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
技”的坚定决心。2016年4月，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安徽视察，进一步发出“把创新
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
响亮号召。总书记殷切期望安徽“敢于
做一些领跑的事情”，指出安徽在科技、
教育、人才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要用好这
一优势，下好创新“先手棋”，塑造更多依
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对于合肥来
说，必须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在下好创新
“先手棋”上一马当先，在安徽勇闯领跑
之路的行动中当好“排头兵”。
合肥是一座科教之城、创新之城、开
放之城。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敢走新路、
敢破难题，注重发挥优势，突出自主创
新，依托开放承接，推进产城融合，聚焦
“四个并举、三个着力”，持续完善和实施
“1+3+5+N”等政策措施，推动合肥逐步
走上了一条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发展
新路。合肥以“二线城市、一流科研”的
独特现象，以“追赶发展、领跑创新”的勇
者姿态，以“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双重
收效，生动实践着“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重大命题。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如今，国家又
赋予了合肥新的使命。立足新起点，我
们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重点围

绕 5个层面来展开。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紧紧围绕“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牢
记“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按照安徽省
委、省政府和中科院共同提出“2+8+N+
3”的“施工图”，全力建设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使合肥真正能够成为代表
国家水平的国家创新平台。二是聚焦重
点领域，紧紧围绕“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牢记“独创独有、挑战前沿”，积
极创建一流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群，加快
建设滨湖科学城，着力提升和建设一批
重大创新平台，使合肥成为国家基础研
究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三是突出
产业培育，紧紧围绕“塑造更多依靠创新
驱动的引领型发展”，牢记“再接再厉、更
上层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
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扎实推进“中国
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在高新
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高端制造业发展上形成更大优势。
四是激活发展动力，紧紧围绕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牢记“扩大
战果、积累成果”，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安徽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中发挥好核心作用，在合
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发挥好引领
作用。五是营造良好环境，紧紧围绕“创
新愉快”，牢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积
极构建集技术研发、平台支撑、金融创
新、成果转化、政策支持、创新文化和知
识产权保护等于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

②

科大讯飞AIUI人机交互解决方案项目负责人丁瑞：

与开放平台共成长

改造，那一年讯飞开放平台正在进行
“云+端”融合，升级用户服务。
2015年下半年至今，我一直在参
与AIUI（人工智能交互界面）的内容平
台开发。在这段时间里，云平台上线
语音评测、麦克风阵列、用户级欢
迎、AIUI解决方案等多种技术。与此
同时，语音识别及语音合成技术也在
不断迭代升级。
正是由于不断创新升级和改进更
新，现在科大讯飞语音识别的准确率
已经从 2010年刚刚发布语音云时的
2014年我来到科大讯飞，接手的 60.5%升级到现在的95%，语音合成技
第一份工作是云平台统一登录接口的 术 在 国 际 语 音 合 成 比 赛 Blizzard

Challenge上取得12连冠的成绩。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科大讯飞时，讯飞开放平台的第三方
创业团队还只有 13万家，日均使用
次数 15亿。一年后，创业团队已达
40万家，日均使用次数也达到了 40
亿。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有成
就感。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AI产业
生态系统内工作，更欣慰的是我的工
作还与更多的人进入AI生态相关。我
很荣幸与讯飞平台共成长，与合肥高
新科技崛起共成长。
（本报记者 白海星整理）

图① 安徽未名抗体药生产基地。
图② 安徽新型显示产业基地内
的光学薄膜生产线。
图③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
联宝电子已发展为电子信息产业龙头
（资料图片）
企业。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