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8版

2019 年 7 月8 日 星期一

己 亥 年 六 月 初 六 第 10141 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05 邮发代号25—28

从机器轰鸣的产业项目到加快建
设的经济园区，从四通八达的城市路
网到拔地而起的栋栋高楼……一个个
重点项目在宜城大地上多点开花，齐
头并进。

今年以来，我市做大园区格局，
做实重大项目，加快城市更新，改善
商务条件，全力攻坚转型发展。

项目谋划，助力宜城高
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抓
住重点项目这个“牛鼻子”。

今年伊始，我市就确定了2019年
亿元以上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全年共
安排亿元以上重点项目834个，年度
计划投资 1000 亿元以上。其中，列
入省重点项目697个，年度计划投资
764亿元。

834个重点项目中包含10亿元以
上项目166个。其中，计划开工项目
28个，包括高新区山口片综合开发、
滨江大道、普利高端原料药及创新制

剂制造基地、金张科技年产9.4亿平
方米功能性膜制造等；续建项目 58
个，包括合安九高铁、华璟柔性多
层印制电路板、旭众装备制造产
业园、人民路以南历史文化街区
核 心 区 改 造 等 ； 计 划竣工项目 14
个，包括 G206 桐城至安庆改建工
程、下浒山水库工程等。按项目类
别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项目、服务业项目、交
通项目和城市建设项目占了“大头”，
分别占比 22.3%、13.7%、12.9%、9.4%、
13.5%。

一个好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
长点；一批好项目，就是一个新的
增长极。

交通方面，S332 安庆至望江、
G206 桐城至安庆改建工程要交工验
收；城市建设方面，中兴大道高架要
全线施工，菱湖南路改造工程要完
工；生态环保方面，秦潭湖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要完工；战略性新兴产业方
面，恩瑞特药物产业化项目要建成投
产……“这834个重点项目中既有补

短板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有增动能的
产业项目。既保障经济稳中有进、稳
中提质、稳中向好，又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市发改委重点办
负责人闻大佑表示。

今年以来，我市重点项目建设高
效有序推进，投资进度、开工数量等
指标超序时进度，好于去年同期。1-5
月，全市在建亿元以上重点项目467
个 ， 完 成 投 资 421.61 亿 元 ， 增 长
11.3%。从项目开工数看，全市亿元以
上重点项目开工177个，其中省重点项
目开工157个，居全省第2位；从项目
竣工数看，全市亿元以上重点项目竣
工34个，其中省重点项目竣工31个，
居全省第1位。

项目发力，宜城更具活
力和朝气

新项目孕育新希望，大项目昭示
大发展。

桐城市，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
高丰度碳13-CO气体富集等17个亿元
以上项目顺利开工；美祥年产1万台
（套） 动车组空气弹簧系统及轴箱定
位节点生产线、华威美林绿色家具生
产线、市人民医院新区等29个亿元以

上续建项目加快建设进度……一个个
重点项目形成了桐城市拉动投资、稳
定财政收入、增加就业和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强劲动能。

宿松县，投资200亿元的新能源
汽车特色小镇项目，已签约落户 6
个项目；新签约总投资 35 亿元的
100万锭纺织项目，近期将开工建设
一 期 20 万 锭 纺 纱 项 目 。 今 年 1-5
月，该县共引进 13 个重点招商项
目，总投资45.25亿元，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6个。

大观区，环保涂料产业园入园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上月举行，4个亿元以
上项目集合开工，总投资约11亿元，
主要以环保涂料为主，项目建设呈现
出规模大、层次高、前景好的特点，
将为大观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新的发
展动力。

市经开区，总投资1.38亿元的年
产1000万只缸套绿色智能化生产线项
目进展迅速，已完成设备安装及调
试，正在进行试生产；总投资5.99亿
元年产150万台自动变速箱壳体项目于
4月20日正式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
行基础工程施工……产业项目是加快
发展的最强动能，更是撬动经济升级
的强力杠杆。 （下转第二版）

重点项目建设多点开花劲头足
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宜秀开发区经发局局长丁群以加
快园区经济发展为己任，努力做好招
商引资工作。2018 年，在他的努力
下，宜秀开发区共引进项目11个，其
中亿元以上项目7个，总投资额19.48
亿元，吸引市外资金16.82亿元，实际
利用境外资金5495万美元。丁群本人
也被评为“安庆市2018年度招商引资
先进个人”。

主动出击 靠前服务

2016 年，丁群开始从事招商工
作。为尽快形成招商实绩，他不怕苦、
不畏难、不气馁，奔赴上海、南京、深
圳、北京、天津、温州、珠海等地，瞄准
招商地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寻求合
作伙伴，千方百计地捕捉和跟踪当地
产业转移和发展信息，从不打无准备
之仗。

“之前我在广东，通过跟企业家的
沟通了解到，广东深圳等发达城市在
大力实施‘土地退二进三’工程，优
化产业结构。我觉得这对于安庆来
说，是一个承接产业转移的好机会。”
丁群说。随后，他获悉永祥针织（深
圳） 有限公司有意向到内地投资建
厂。得知这个消息后，丁群立即向领
导汇报，并赴深圳与永祥公司老总见
面，向对方详细介绍了我市、宜秀区
近年来的招商引资政策，邀请对方来
宜秀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

永祥公司来宜秀开发区考察时，
提出项目建设最少需要100亩工业用
地。虽然宜秀开发区当时没有可供的
工业用地，但是为了促成项目落地，丁
群邀请对方考察加宝工业园，提出现
有的标准化厂房可以满足对方生产的
需要，不用进行土建工作，能够让永祥
公司新项目轻装上阵，节约企业的成

本。最终投资2亿元的永祥年产1000
万套羊毛衫生产项目落户宜秀开发
区。2018年永祥公司外贸进出口额达
3395万美元。

经常“充电” 保持“专业”

作为招商工作的一线人员，丁群
非常注重给自己“充电”，不仅强化
服务能力，真心、贴心服务客商；同
时加强学习，对政策了如指掌、对信
息充分掌握。

投资5.62亿元的上海飞凯集成电
路电子封装材料项目是宜秀开发区于
2017年11月招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填补了宜秀开发区集成电路领域
的空白。

为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丁群主动
与宜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接，帮助
飞凯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在办理飞凯
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
时，他又主动对接市国土局，协助企业
及时提交取得项目用地的材料。飞凯
公司项目建设需要用电、用水，丁群就
积极协调供电公司、供水集团等，在短

短一个月内解决了飞凯公司的所有难
题，“保姆式”的服务，让项目投资方赞
不绝口。

此外，丁群还对省市区的招商导
向了如指掌，包括奖励政策、优惠政策
等。“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所关
心的除了园区的优惠政策、土地价格、
投资环境以外，还要看其在园区拟投
资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产品的配套程
度以及物流状况等。所以在与客商洽
谈前，我们必须把这些内容全部摸清
楚，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不仅要让客商
感受到我们的诚意，而且还要让他们
意识到我们很专业。”丁群告诉记者。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事招商工作的这些年，丁群结合宜
秀开发区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招商地
的经济发展动态、企业投资方向、产
业转移动向，深入了解、分析和研究
招商地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当地的重
点企业及其主导产品、发展状况等情
况了如指掌。这样，他才能根据客商
提出的需求和情况，有的放矢，促成
项目的签约，实现共赢。

通讯员 叶帅 记者 李渊

丁群：靠诚意和专业赢得客商的“心”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
获悉，今年我市将新培育187个质量
安全可追溯的农产品，涵盖“三品一
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及规
模以上企业农产品，实现全市452套
快检设备快检数据实时上传、农产品
快检合格率98%以上。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是今年市
政府新增的民生工程项目。今年，我
市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以保障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安全为基
本目标，全面施行农产品产地环境监
测、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加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力度、推行全程质量
控制、严格产地合格证明等措施，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今年，我市将实现乡镇农产品快

检系统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至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与追溯平台；建立

“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基地，培育
“三品一标”农产品；“三品一标”生产
经营主体有效使用质量安全追溯二
维码标识标签，将其产品信息上传至
国家或省级追溯平台；具有包装能力
的“三品一标”产品实施“带证上网、
带码上线、带标上市”。鼓励支持规
模以上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完成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注册，将农产品信息等上传至国家或
省级追溯平台。
（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林亚虬）

今年我市将新培育187个
质量安全可追溯的农产品

本报讯 7月2日，在怀宁县经
开区鸿海新材料有限公司，大型切
割机将板材切割成一平方米左右的
覆铜板，再经精细镀膜打造成薄
片。该公司每天有近7万张覆铜版下
线，海尔、格力、江淮汽车等企业
的遥控器，用的都是该公司的产
品。“企业从投产到现在 10 个月时
间，一直满负荷生产，实现产值1.2
亿元，税收600多万元。今年公司计
划建设二期项目，投资规模5亿元，
年产值近10亿元。”该公司董事长苏
晓渭说。

该公司的快速发展，是怀宁收购
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厂房的一个缩
影。该县调整用地461.57亩，清理闲
置厂房和用地面积约220.25亩，盘活
9家企业，盘活闲置资产2.52亿元，以

“腾笼换鸟”的方式招引7个大项目落
户该县经开区，总投资达10.9亿元。

该县招商部门对园区近200家企
业建设用地及近三年税收上缴情况等
开展全面摸底，建立园区企业用地台
帐，并委托一土地勘测规划公司编制
园区企业用地‘一张图’，采取兼并
重组、腾笼换鸟、引导转让、限期开
发、依法收回等多种方式，推进存量
土地招商引资工作。同时对每个招引
重大项目实行班子领导项目分包责任
制，包协调、包服务、包落实，确保
招商项目早日落地开工建设；落实优
惠政策，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实现
发展无门槛、服务无红灯、部门无关
卡，营造良好和谐的投资环境，让客
商招得来、留得住。

（通讯员 檀志扬 刘庆）

怀宁“腾笼换鸟”
推进存量土地招商引资工作

近日笔者在浙江金华听当地
招商人员介绍，只要是企业的事，
大至货物被卡在海关，小至企业职
工生病住院、子女入学，招商部门
都会提供帮助和服务。这样能让
落户当地的企业安下心来发展，在
当地扎下根。由此可见，安商和招
商同样重要。要想同金华等地一
样，让招引企业在我市扎根并发展
壮大，我们的安商服务要做到信、
辛、新、实。

信为诚信。前期签订的合同、
协议，承诺的扶持政策，后期要兑
现到位。招商人员和安商人员要
信息互通、紧密配合，确保制定的
招商政策，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到
位，避免出现招商有承诺、实施难
践诺的情况。

辛为辛勤。安商人员需要勤
动脑、勤动手、勤动腿，才能做好企
业注册、规划、国土、税务、环评项
目审批登记等手续“一站式”代理

服务，破解营商环境方面的堵点、
痛点问题，让企业安心、放心，不为
生产经营之外的事费心。

新为更新。工作中的许多问
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思想观念上
的问题。服务“四新”经济企业，不
能因循守旧。优质企业融资、上
市，能给予什么指导、帮助；企业初
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各有什么
需求，相关人员要了如指掌。

实为实干。道路千万条，实
干第一条。招商引资充满竞争，
不 仅 要 有 抢 前 争 先 的 进 取 精
神，更要有务实的作风；聚焦政
策、政务、金融、法治、人文五大
环境优化，要层层压实责任、务
求实效。

安商服务要做到信辛新实
禾斗

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年中盘点

7月7日上午，在迎江区一学校，
“城市美容师”给学生和家长讲解有
关垃圾分类的知识。

当天，迎江区组织开展了“学习
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暑期系列
教育活动。该区 15 所中小学通过教
师家访、夏令营、阅读指导等方式开
展暑期教育活动，让学生们度过一个
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张金捷 摄

学习垃圾分类

新华社天津 7 月 7 日电（记者 毛
振华）记者从日前在天津举行的“纪念
中国超级计算事业发展四十年暨国家
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成立十周年”活动上
获悉，我国超算正加快技术创新与应用
创新的深度融合，攻关重大应用领域，
锻造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国之利器”。

当前，世界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信息技术创新成为驱动这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动力。
超级计算机是信息技术创新的代表性

成果之一，历经多年积累，银河、曙光、
天河、神威等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一个
接一个迈上世界舞台，成为创新关键驱
动力。

在应用领域，以国家超算天津中心
的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算“天河一号”
为例。“天河一号”不但支撑着诸多产
业实现发展突破，而且构成了一些行业
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天河一号”已
应用近10年，是世界上连续稳定运行
时间最长的超级计算机。它每天服务

8000多个科研计算任务，累计支持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超过
1600项，为石油资源开发、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行业企业累计带来经济效
益近百亿元。

目前，我国已启动了新一代百亿亿
次超级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工作，它将继
续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共同为解决人类发
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超算加快技术应用创新锻造“国之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