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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业强省制造强省加速迈进向工业强省制造强省加速迈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19771977年中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年中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19851985年年
中国第一台变容式冰箱中国第一台变容式冰箱、、19931993年世界第一台年世界第一台VCDVCD
机机、、19981998年世界第一台仿生搓洗式洗衣机年世界第一台仿生搓洗式洗衣机、、20092009
年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年世界首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装置、、20162016年世界首颗量子卫星年世界首颗量子卫星““墨子号墨子号””、、20182018
年世界首款人工智能翻译机……新中国成立年世界首款人工智能翻译机……新中国成立 7070
年年尤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徽大地上，创新热情
肆意挥洒，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批批高端产业集
群竞相崛起，昔日的农业大省正在向工业强省、制
造强省加速迈进，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美好安徽正
在变成现实。

创新成果涌现

上世纪80年代，安徽的美菱、扬子、荣事达等
家电企业家喻户晓。1994年，安徽冰箱、洗衣机、
空调产量已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第三，“轻工
大省”享誉全国。如今，安徽4大家电产量已突破
1亿台，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全国每3台冰箱、每4
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就有一台是“安徽造”，安徽
家电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定制化、个性化方向
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安徽省大力培育汽车产业，
江淮、奇瑞成为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的典范。全省
汽车产量由 1978 年的约 3000 辆增长到 2017 年
的133.5万辆，汽车整车出口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
一，成为全国重要的自主品牌汽车产业基地。

2000年以来，安徽着力做好“无中生有、有中
生新”文章，大力培育以京东方+科大讯飞为代表
的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20%以上，产值突破
4000亿元，安徽省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水平
最高的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基地，贡献了全球20%
的智能手机液晶屏、30%的平板电脑显示屏，工业
机器人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
球的十分之一。

眼下，安徽正在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
培育“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加快抢占产业发展
制高点。“中国声谷”入园企业 350 家，2017 年营
业收入突破500亿元，安徽工业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

一个个产业制高点的背后，是安徽举全省之
力对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激发。

科技创新资源加速集聚——把量子信息科学
国家实验室建设作为安徽科技创新“一号工程”，
启动建设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成为全国第二个
国家科学中心。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
施国家大科学装置开工建设，天地一体化信息网
络合肥中心、离子医学中心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
加快建设，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等20家首批认
定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发展。截至2018年底，全
省共备案企业院士工作站269家，柔性引进院士
295 人次。在全国率先探索“人才+成果+金融+
基地”模式，共吸引500多个科技团队在皖创办公
司，转化先进科技成果。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世界首台光量子
计算机诞生，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全面开通，“墨子
号”实现星地量子通信，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实现
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合肥光源”攻克恒流
运行关键技术，蚌埠玻璃院研发0.12毫米世界最
薄电子触控玻璃成功下线，应流集团研制的航空
发动机用单晶叶片打破国外垄断……近两年，累
计20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345项科技成
果获得省科技奖。

研发能力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以实施5大发展行
动计划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省份为目标，扎实推
进“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建设，为
建设5大发展的美好安徽提供有效支撑。

安徽省积极创新政策体系、全面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创新平台如雨后春笋——打造科技创新
基地“先锋队”，推进“一室一中心”建设。出台《关
于推进安徽省实验室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
实施意见》，组建首批10个安徽省实验室和10个
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全省拥有国家大科
学工程5个、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147家。

同时，关键核心技术“攻城略地”——加大对
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作为首批4个成员之一，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支持社会力量设立“墨
子量子科技基金”。围绕安
徽省优势领域产业创新需
求，解决了新型显示、电子信
息 、新 材 料 等 产 业 关 键 技
术。在科技项目带动下，一
批行业骨干企业攻克一批核
心技术难题，科研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
创新主体不断培育壮大——截至2018年底，

全省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161 家，众创空间 301
家，在孵企业总数5946家，成为服务科技创新创
业的重要平台。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
升计划，备案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4100家。积极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落实所得税减免政策。

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开花”——建成运行安徽
省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和网上技术市场平台。
2018 年全省输出和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双超
300亿元，分别达321.3亿元、354.5亿元。今年安
徽创新馆开馆，更多的技术、资金、人才将在此
对接。

民生改善明显

全面融入国家“三大战略”，皖江8市整体纳
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合肥成为长三角世界级
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
业，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建设，群众的获
得感日益增强。

安徽省是一个扶贫任务较重的省份。2014
年，全省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8万户484万人，
涉及16个省辖市、70个县（市、区），其中国家级贫
困县20个、省级贫困县11个，大别山革命老区、
皖北地区、行蓄洪区贫困程度相对较深。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
最大民生工程，贯彻精准方略，坚持目标精准，大
力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扎实开展“重精准、
补短板、促攻坚”专项整改行动，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进展。全省贫困人口由 2012 年底的 679.1
万人下降到2018年底的49.9万人，减少629.2万
人，年均减贫1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2.6%
下降到 0.93%，减少近 11.7 个百分点；22 个贫困
县先后退出，2936个贫困村顺利出列。

2018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开局之年，
安徽首战告捷：

空气质量大幅改善。2018年，在气象条件与
上年整体相当的情况下，全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
PM10 年 均 浓 度 为 7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3.6%；PM2.5年均浓度为4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12.5%，改善幅度位居长三角区域前列；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达71%，比2017年提高了4.3个
百分点，实现了“两下降一提高”。

水环境质量指标达到年度目标要求。2018
年，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75.2%，较
2017 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9%，较2017年下降0.9个百分点；全省226个城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共有187个达到不黑不臭的目
标，消除比例为 82.7%，较上年提高 19.6 个百分
点，实现了“一下降两提高”，水环境质量指标全部
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稳步推进。2018年，
基本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全省16个市
94个县（区、市）建立了疑似污染地块清单。

现在，保护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安徽又多了
一把“利器”——实现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安
装、联网和运维监管的“三个全覆盖”，安徽省成为
全国按期完成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联
网的4个省份之一，实现了自动与人工监测并举、
全区域、多要素的环境质量监测覆盖，为环境保护
管理与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按照《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20年，安
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水
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到
2035 年，美好安徽建设目标基本
实现。

安徽素有最具优势安徽素有最具优势、、最可宝最可宝
贵的贵的““创新基因创新基因””。。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
7070年来的安徽发展史年来的安徽发展史，，就是一部就是一部
求新求变求新求变、、锐意进取的创新史锐意进取的创新史。。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创新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下好下好
创新创新““先手棋先手棋””，，走活高质量发展走活高质量发展

““一盘棋一盘棋””，，推动全省经济总量跨推动全省经济总量跨
上上 33 万亿元台阶万亿元台阶，，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
连续连续77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推进关键领域自主创新由推进关键领域自主创新由““跟跑跟跑
并跑并跑””向向““并跑领跑并跑领跑””迈进迈进。。作为作为
全国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全国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
一一，，安徽搭建引领性创新平台加安徽搭建引领性创新平台加
速速““领跑领跑””。。扎实推进合肥综合性扎实推进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肥滨湖科学城、、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省面创新改革试验省““四个一四个一””创新创新
主平台和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一室一中心””建设建设，，量量
子信息与量子创新研究院组建运子信息与量子创新研究院组建运
行行，，合肥科学中心能源合肥科学中心能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研究院挂牌研究院挂牌，，聚变堆主机关键系聚变堆主机关键系
统综合研究设施启动建设统综合研究设施启动建设，，合肥合肥
建成大科学装置数量居全国前建成大科学装置数量居全国前
列列。。近年来涌现出全球首颗量子近年来涌现出全球首颗量子
通信卫星通信卫星““墨子号墨子号””、、全球首台超全球首台超
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
机机、、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京沪干线京沪干线””及及““高分五号高分五号””测量卫测量卫
星等一批星等一批““安徽原创安徽原创”“”“安徽首创安徽首创””
重大成果重大成果。。实施科技创新实施科技创新““攻尖攻尖””
计划加快计划加快““并跑并跑””。。瞄准瞄准 2020 个左个左
右项目右项目，，按按先行突破先行突破、、正在突破正在突破、、
计划突破进行计划突破进行 33 类集中攻坚类集中攻坚，，

““DSPDSP魂芯魂芯””系列性能优于国际同系列性能优于国际同
类类产品产品，，55GG综合测试系统研制取综合测试系统研制取
得突破性进展得突破性进展，，陶铝新材料应用陶铝新材料应用
于航空航天领域于航空航天领域。。完善全产业链完善全产业链
项目体系加力项目体系加力““助跑助跑””。。全面推进全面推进
高科技高科技、、新领域新领域、、基础设施和平台基础设施和平台
载体项目等载体项目等““高高、、新新、、基基””全产业链全产业链
项目工程项目工程，，高标准遴选高标准遴选 100100 多个多个
项目项目，，形成集原始创新形成集原始创新、、技术创技术创
新新、、产业创新为一体的项目体系产业创新为一体的项目体系。。

着力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着力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推推
进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
进进。。我们坚持走我们坚持走““科创科创++产业产业””道道
路路，，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现代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化经济体系的““必答题必答题””，，以科技创以科技创
新新““领先一步领先一步””推动产业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领先领先
一路一路””。。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创新型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创新型
产业产业。。以以““数字江淮数字江淮””建设为引领建设为引领，，
重点发展智能家电重点发展智能家电、、电子信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工业工业
机器人机器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55大产业大产业，，20182018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2929..5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工业比重4040..44%%。。大力培育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大力培育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坚持一手坚持一手
抓领军型企业抓领军型企业““顶天立地顶天立地””，，精准支持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精准支持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龙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龙头企业，，江淮大众江淮大众““SOLSOL””首款新首款新
能源汽车成功上市能源汽车成功上市，，世界最高代数合肥京东方世界最高代数合肥京东方1010..55代线产品代线产品
顺利投产顺利投产，，科大讯飞入选我国首批科大讯飞入选我国首批44大人工智能平台大人工智能平台；；一手抓一手抓
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铺天盖地铺天盖地””，，打造一批行业打造一批行业““隐形冠军隐形冠军”“”“小巨人小巨人””和和

““单打冠军单打冠军””，，埃夫特六轴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埃夫特六轴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世世
界最薄界最薄00..1212毫米电子触控玻璃成功下线毫米电子触控玻璃成功下线。。20182018年全省高新技年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达到术企业总数达到54035403家家，，居全国第居全国第88位位。。大力建设高产出率大力建设高产出率
创新型园区创新型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支持有条件的园区优支持有条件的园区优
先布局重点实验室先布局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科研基地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科研基地，，加快推进加快推进
航空产业园航空产业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等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基地等建设，，安徽智能语音入选国安徽智能语音入选国
家首批家首批33个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试点个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试点。。

着力打造成果转化先行区着力打造成果转化先行区，，推进科技成果由推进科技成果由““实验室实验室””
向向““大市场大市场””迈进迈进。。秉持秉持““大创新大发展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发展小创新小发展、、不不
创新难发展创新难发展””理念理念，，让更多的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让更多的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建好建好
科技科技““大市场大市场””。。把安徽创新馆打造成把安徽创新馆打造成““政产学研用金政产学研用金””深度深度
融合科技大市场融合科技大市场，，实行实行““千百十千百十””计划计划，，招引招引10001000个科技创个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融资项目新成果转化融资项目，，集聚集聚100100家金融投资机构和科技中家金融投资机构和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介服务机构，，对接对接1010个以上全国知名技术交易平台个以上全国知名技术交易平台。。完善完善
政策政策““优服务优服务””。。扎实开展扎实开展““四送一服四送一服””双千工程和比创新比双千工程和比创新比
创业比创造创业比创造增动能增动能““三比一增三比一增””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深入推动政务服深入推动政务服
务务““一网一网、、一门一门、、一次一次””改革改革，，率先探索率先探索““人才人才++成果成果++金融金融++基基
地地””的成果转化模式的成果转化模式，，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扶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扶
持计划持计划，，省级财政累计资助达到省级财政累计资助达到99..66亿元亿元。。强化股权强化股权““正激正激
励励””。。完善完善““股权分红股权分红””和和““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支持企业以股权支持企业以股权、、期期
权权、、分红等多种方式激励核心科研团队和管理人员分红等多种方式激励核心科研团队和管理人员。。

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由点的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由点的
突破向系统提升迈进突破向系统提升迈进。。充分发挥国家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充分发挥国家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展战略、、推动中部崛起的推动中部崛起的““双优势双优势””，，在更高起点在更高起点、、更高标准更高标准
上推进协同创新上推进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开放创新。。以融入长三角地区为引领以融入长三角地区为引领。。
认真贯彻认真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实施制定实施安徽安徽《《行行
动计划动计划》，》，以合肥以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两心共
创创””为牵引为牵引，，联合推进重大科技布局联合推进重大科技布局、、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大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大
型仪器设备型仪器设备、、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举办长三举办长三
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20182018年全省输出年全省输出、、吸纳技术合同成吸纳技术合同成
交额分别增长交额分别增长2828..77%%、、3131%%。。以打造人才链为支撑以打造人才链为支撑。。大力实大力实
施新时代施新时代““江淮英才计划江淮英才计划””和和““科学中心人才科学中心人才1010条条””，，提出建提出建
立国家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制度立国家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制度，，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开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开
辟辟““绿色通道绿色通道””。。20182018 年年人才总量达人才总量达 800800 多万人多万人。。以推进以推进

““系统创系统创””为保障为保障。。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双轮驱动””，，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建设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建设，，““编制周转池编制周转池””制度等制度等
1313个典型案例入选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百佳案例个典型案例入选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百佳案例，，推动推动
创新成为江淮大地最亮名片创新成为江淮大地最亮名片、、最强音最强音符符。。

安徽合肥滨湖新区鸟瞰图。 王 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