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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2018 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
肥举行。世界的目光聚焦合肥。从外界的目
光中，能感受到合肥日渐散发的强大吸引
力。这份吸引力来自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
貌，来自于深厚文化底蕴带来的城市魅力，
更来自日渐隆起的存在感。

机器人世界杯

工业兴，则城市兴；
工业强，
则城市强。
十多年来，
合肥坚持
“工业立市”
战略，
坚
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依靠科技创新，
凝心聚力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不遗
余力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工业总量年年升级，省会排名连连进位。
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制造业的多个第
一；
如今，正在续写新时代制造业的辉煌。
新型显示无中生有，站上世界制高点；
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绘就产业新版图；
集成电路后起发力，立志打造中国“芯
高地”；
量子通信全球领先，冲刺世界级；
……
合肥，华丽转身。
2017 年，合肥跻身全国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同时入选“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
范城市和消费品工业
“三品”战略示范城市。
这些荣誉勋章，亦是合肥制造新的方
位。加快建成全国性产业创新中心，努力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制造强市。
合肥，正重整行囊再出发。

站上产业发展前沿
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往往以最寻常的
细节为注脚。
2017 年 11 月 15 日，国家召开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
会上宣布了首批 4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名单，其中就有“依托科大讯飞公
司建设智能语音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
。
这一榜单昭示：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大
讯飞成为全国人工智能的核心力量之一。
2017 年 9 月 29 日 15 时，量子保密通信
“京沪干线”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

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的实用化和产业化方
面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为抢占下一代世
界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了基础。
“京沪干线”是十八大之后我国在信息
领域部署的重大工程，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
广域量子保密通信网项目，它的缔造者正是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在近日美国《时代周
刊》发布的 2018 年全球一百位影响力人物
名单上，潘建伟赫然在列。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量子物理学家
潘建伟的高光时刻正是合肥制造的高光时
刻，他们所代表的产业是这个城市最具潜
力、最有活力、也是发展最有成效的产业。当
然，这样的产业在合肥并不仅于此。
在集成电路领域，2017 年总投资达 128
亿元的合肥晶合集成项目正式量产，未来，
合肥晶合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专注于面板
驱动芯片的制造商。2018 年，长鑫 12 英寸存
储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的 300 台研发设备
已经到位，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占据世
界 DRAM 市场约 8%的份额。
在新型显示领域，2017 年 12 月，世界一
流 高 世 代 线 —— 京 东 方 合 肥 第 10.5 代
TFT-LCD 生产线投产，合肥一举站上了世
界新型显示的制高点；2018 年，康宁合肥
10.5 代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量产，将实现为
中国领先的面板制造商京东方稳定供货。

京东方 10
10..5 代线

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合肥近年来大动作
不断，产业发展卓有成效。2017 年，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分
别达 56.1%和 32.8%，同比分别增长 12.7%
和 16.4%。
特别是获批中国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
市后，合肥制造业发展明显加速。2017 年，
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为
94.5%，增加值同比增长 9.9%，高于全市工
业 0.5 个百分点，拉动工业增长 9.3 个百分
点，增长贡献率为 98.5%，同比提升 6.8 个百
分点。
合肥，正崛起为全国先进制造业的一
极。

引领转型升级之变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没有谁能做常胜将
军，危机感时刻存在。
令人振奋的是，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路
上，合肥已经下好先手棋。

从宏观层面看，合肥构建了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信息技
术、生物、高端装备和公共安全等八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并将其作为产业转型升级
的主引擎，按照“龙头—大项目—产业链
—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大
力实施强链、补链、延链行动，推动产业
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在中观层面，
技术改造的大力推行，
正在
让传统产业的
“老树”
焕发新春，
让新兴产业的
前景更美好。
在合肥万力轮胎工厂，
偌大的厂
房里鲜见人影，
机器人上下翻飞，
准确地执行
着系统传达的每一个指令。
这个按照国内领先、
世界一流水平打造的智能制造工厂，
让人们看
到了制造与互联网碰撞出的惊人效率。
——行业传统单胎生产节拍平均在 48
个小时，合肥万力目前单胎生产节拍约 30
个小时，生产效率提高了 37.5%。
—— 行 业 成 品 综 合 合 格 率 平 均 在
99.5%左右，产品不良率约 0.5%；而合肥万
力成品综合合格率平均在 99.6%左右，产品
不良率约 0.385%，
产品不良率降低约 23%。
此外，运营成本降低 29%，能源利用率
提高 15%，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31%。合肥万
力轮胎也因此被评为 2017 年合肥市“智能
工厂”
。
“智能工厂”的诞生是合肥大力推进技
术改造的一个缩影。2016 年，合肥出台了
《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三
年行动计划》，通过推动支持扩产增效、智
能化改造、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集
聚、引导绿色发展，到 2018 年底规模以上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 6%，规模以
上 单 位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比 2015 年 下 降
10%。
在更微观层面，企业的发展成果令人目
不暇接。江淮大众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开
工，京东方合肥液晶显示全球最高世代线建
成投产、康宁玻璃实现量产……这种内生的
动力，正如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驱动着
企业攀登高峰，驱动着产业繁荣兴旺。
转型升级，是合肥产业发展永不停歇的

合力股份生产车间

节奏，让产业永葆生机活力。

涌动创新创业热潮
产业发展，
唯
“新”不破。
创新是合肥最大的特色和亮色，已融入

安凯纯电动客车

赛为无人机

晶弘电器研究测试中心

血脉。
磁场科学中心的核心科研团队；国家“万人
创新要向企业要生产力，激发企业能
计划”
“ 千人计划”的专家来了；还有各类高
量。在制造业领域，一朵朵创新之花正绚烂
端产业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从四面八
绽放。万朗磁塑专注冰箱磁性门研发，取得
方涌向合肥。
了 13 项发明专利和 95 项实用新型专利，成
目前，
合肥共集聚两院院士 108 人，
国家
专家274 人，
国家
“万人计划”
专家
为业界的“隐形冠军”；安徽万诚达新型材料 “千人计划”
有限公司，是高铁保温材料高效纳米复合真
106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852 人。
空绝热板材的“娘家”，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
2018 年 4 月 26 日，合肥在全省率先出
进的高效保温材料之一……目前，合肥已经
台“养人新政”：未来七年将拿出超百亿元资
形成了覆盖全市的企业技术中心网络，国家
金“养人”。此次人才资金投入规模，位居全
级企业技术中心总数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
国第一梯队。
中位居前列。
从两千多年历史中走来的合肥，如今正
创新不能单打独斗，要协同作战。目前， 走入新时代。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
中科大先研院等八大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步
代，也是创新与发展激荡的时代，合肥将继
伐加快，公共安全等十大新兴产业研究院已
续依托创新的禀赋，奋力践行五大发展理
实体运作，超导核聚变等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念，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国
学中心七大国家级重大平台已启动建设，初
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
步构建形成“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
化—产业创新”的创新全链条。
创新要勇担责任，敢与强者过招。2017
年 1 月 10 日，国家有关部门联合批复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这是继上海之
后，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标志着合肥乃至安徽将在全国创新大
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
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驱动；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归根结底是人才的创新。
在“人才强市”战略下，各路精英纷至沓
来，汇聚成创新的人潮。
“ 哈佛八剑客”先后
江淮汽车机器人生产线
离开美国，来到合肥科学岛，组成中科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