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 击击 DIANJI

2023年1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陈强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视 点

近年来，安庆经开区按照市
委、市政府要求积极构建汽车及
核心零部件产业发展体系，完善
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加
大招引和培育产业链各环节的龙
头企业力度，带动产业集聚发展，
2022 年实现整车及 KD 件产销
17.53万台（套），规上汽车及零部
件汽车企业达32家，规上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实现产值233.97亿元，
同比增长76.7%。

1月 6日，美的集团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战略新基地投产暨首台
产品下线仪式在安庆经开区圆梦
新区举行。这个从签约到开工仅
用26天的项目，不仅让安庆经开
区有了招大引强项目落地速度有
了“新纪录”，也让该区继江淮汽
车、振宜汽车、福田雷萨三大整车
厂之后，在充分发挥“引进一个、
牵出一串”为特征的“葡萄串”效
应时，有了新的核心载体。

实际上，早在美的集团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战略新基地签约之
初，安庆经开区的招商部门和相
关上游企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一件事：本地配套。比如，美的集
团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战略新基地
项目于2022年 2月签约，生产新
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核心零部件
的安庆弘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就于当年6月注册成立。

“可以说，我们就是看到‘美
的’来安庆，才意识到在安庆布局
的必要性。作为供应商，我们离
得近，不仅能节约物流成本，还能
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及时解
决客户提出的各种问题。”1月6日
上午，在谈到落户安庆的初衷时，
安庆弘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
经理文大维说道，在安庆经开区
招商部门与公司进行对接时，双
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在安庆投
资的意向。“当然，安庆经开区及
时的政策宣传和热情的服务，也
让我们坚定了落户安庆的信心。
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入驻
安庆的速度很快，去年6月签约，
目前设备已经陆续进场，在完成

相关国际体系认证后，就能进入
量产阶段。”

文大维提到的“帮助”有很多
内容。“我们是第一次来安庆，人
生地不熟，很多事情都要靠安庆
经开区招商部门来协调。”他举例
说：公司刚来的时候选择了一处
厂房，经过现场考察后发现不合
适，招商部门当天就为他们找到
了一处合适的新厂房。因当时这
处厂房由业主单位自用，招商部
门又积极同业主单位协调。“我们
是早上反映这个事的，中午新厂
房的事情就解决了，咱们安庆经
开区办事效率非常高。”

“效率高”来源于制度上的
保障。

为鼓励和吸引外来投资者来
安庆经开区投资兴业，突出招大
引强，该区参照省、市相关政策规
定，结合实际制定了包括厂房租
金、土地优惠、税收奖励、新购设
备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2022年，我们重点从出台针
对性的科技政策和搭建服务行业
发展的科创平台两方面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强化招商政策支持，
加快形成创新能力强的汽车产业
体系。”安庆经开区产促局局长陈
结春介绍，在2022年新出台的经
开区的高质量发展政策中，该区
进一步加大了对企业科技创新的
支持力度。

“作为全省第一家开展相对
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试点开发
园区，我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
力做好汽车产业链项目落地服
务。”安庆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叶雄晖介绍，在创优为企服务方
式方面，该区坚持顶格倾听、顶
格协调、顶格服务，开展“企业
接待日活动”，为每个项目安排
代办员，实行行政审批和政策兑
现事项全程帮办代办。同时，该
区还建立“五个一”保障机制，
即为集中签约项目或重大项目举
办一场要素对接会、准备一张项
目告知单、安排一名项目“店小
二”、每月出一份服务专报、大
厅设立一个政策兑现窗口。此
外，在提高企业设立登记便利度
方面，该区在全省首创“店小

二”驿站，设立便民服务点，化
解汽车产业链上配套企业开办

“跑路多、办事难”等问题。深
化工程建设审批改革方面，该区
在全省率先推行施工许可综合证
照改革，实行用地清单制和“带
方案出让”，真正实现“交地即
发证、拿地即开工”，极大缩短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这样的政策和服务，让“效率
高”已然成为常态。

“从 2021 年 11 月达成投资意
向，到2022年 11月实现量产，安
庆经开区为我们提供了‘一站
式’服务，也让我们比预计时间
提前一个月实现量产。”6 日上
午，安庆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艳平告诉记者，该公
司入驻安庆同样是为了加入安庆
汽车产业链的“朋友圈”。“我们
公司主要生产汽车座椅，前期主
要为了给振宜汽车做配套选择了
安庆，后期，我们也希望在安庆寻
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何艳平所说的“合作伙伴”，
不仅有下游企业，还包括上游企

业。“我们不仅在寻求与安庆本地
整车厂的合作，也希望在安庆本
地完善供应商体系。目前已经与
部分企业有过初步接触，年后会
进行进一步考察。”他说，在本地
完善供应商体系，能为企业节约
大量物流成本和沟通成本。

其实，对于江淮汽车、振宜汽
车、福田雷萨三大整车厂和美的
集团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战略新基
地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2022
年 11月 25日，安庆经开区汽车特
意召开零部件本地化配套对接
会。在此次对接会上，振宜汽车、
江淮安庆公司、福田雷萨分别通
报了公司发展战略，提出了供应
链及零部件需求，与参会配套供
应商进行了互动。经开区有关部
门对招商引资工业项目优惠政策
和园区营商环境有关情况进行了
解读和介绍。

“我们厂主要生产智能车灯，
去年落户安庆，通过一年的建设，
2022年 6月 1日开始量产。”在参
加此次对接会时，安徽思伟奇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辉就坦
言，该公司来到安庆主要是关注
振宜汽车，江淮汽车，雷萨三大主
机厂及安庆千亿汽车产业集群。

“我们相信，我们落户安庆未来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安庆经开区已形成江
淮、振宜、福田雷萨三大整车制造
企业聚集，随着美的集团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战略新基地投产和首
台产品下线，爱信精机、丰元股
份、福莱克斯、华霆动力、朗恩斯、
朗贤轻量化等产业链企业相继落
地，经开区汽车产业链产品更加
丰富，涵盖发动机、变速箱、车身、
底盘、电驱动、热管理及动力电池
等多个品种。同时，经开区还在
积极培育国汽朴津、大有时空、楚
航科技等科创企业，大力发展精
准定位、无人驾驶、毫米波雷达等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汽车产业

“朋友圈”正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全媒体记者 何 飞 通讯

员 方园 汪晶

引进一个 牵出一串

“链”上发力 做大汽车产业“朋友圈”

美的集团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战略新基地。 通讯员 沈伟 摄

本报讯 桐城市龙眠街道围绕
桐城进军“全省十强”、按照“人
文胜地、智造名城”战略部署，狠
抓重点工程，强化民生保障，有力
推进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

2022年，龙眠街道聚焦“双招双
引”，加强合作共建，增强要素保障，
强抓项目落地，优化营商环境，“双
招双引”工作迈上新台阶。目前报
亿元以上省平台项目4个、在谈项
目6个，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6200
万元。安徽钰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罗光宇说：“我们公司是龙眠街道招
商引资企业，主要经营环保设备及
输送机械的设计、加工制造。公司
自去年成立以来，得到了各级的关
心和支持，发展迅速。去年订单量
已达到7000多万元。”

2022年，该街道扎实推进脱贫
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顺利完
成山区凤形、双溪、龙眠三村申报、
开工、验收项目库8个。为保障山
区农村饮用水、生产用水安全，在
山区村修建拦河坝6处，新建饮水
蓄水池 4 座，维修加固水窖 6 座，

主河道清淤1.8公里。龙眠村党总支
通过村企合作的模式，投资建设红
茶生产、销售，改变传统茶叶加
工、销售模式，提高夏茶利用率，
在村集体经济得利的同时，还切实
提高了茶农的茶叶销售收入。双溪
村则动员引导所有村民参与到茶产
业发展中，建设茶厂8个、专业合
作社组织2家、家庭农场1家，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11家，带动全村发
展茶叶产业，每年产生实际效益
2000 余万元，户均收入达到 4 万
元，农民收入不断提高。2022年，

街道6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总计达
到292.23万元，其中4个村年集体
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40万元以
上的有5个村。

在乡村振兴中，该街道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点面结
合实施书记项目，其中实施书记项
目的党组织16个、书记领办事项61
个，全面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水
平。“目前，龙眠街道仍存在产业
结构不尽合理，战略性新兴产业总
量不大等问题。”办事处主任张神
舟介绍道，“下一步，我们将围绕

深化产业升级、强化精细管理、增
进民生福祉、坚持示范引领四个方
向，服务已落地项目建设，加强监
管，保障新项目如期建设运行。”

聚焦经济发展的同时，龙眠街
道不忘民生福祉，完成城乡特困、
低保打卡发放250余万元，养老服
务持续推进，高龄津贴发放 955
名，完成适老化改造33户，新建
老年食堂2个、老年助餐点9个，全
部成功运营。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李玉衡 汪向军）

知行合一 以实干创造实绩

本报讯 1月 14日上午，一辆献血车冒着
大雨驶到长岭镇政府门前，经过半小时左右的
准备时间，八点半左右，参加献血活动的人们
在采血车前有序排队、测量体温、填写献血登
记表、抽血化验检查，待检查通过后献血，整个
献血活动井然有序进行。大家挽起袖子，让点
点爱心涓涓汇聚，一条条输血管传输着血液，
将承载着生命能量的血液装入“生命袋”，一袋
袋红色暖流汇聚成巨大能量，为有需要的患者
带来了希望。

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临床用血的紧缺
也日益凸显，长岭镇采用多种方式开展献血活
动宣传，提高干部职工和社会群众参与无偿献
血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无偿献血工作氛围。

“通过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我的血液能够
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流淌，我感到十分自豪，
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仅是献爱心，更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参加无偿献血的长岭镇
党委副书记韦敏同志如是说道。

（通讯员 张连娣）

长岭镇：主动挽袖

让点点爱心涓涓汇聚

本报讯 望江县华阳镇在传统小年到来
之际，多处发力、多方行动，压实责任，切实有
效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该镇提前谋划，多次召开禁燃禁放工作部
署会，对禁燃禁放工作作出周密部署，要求各
村、社区召开禁燃禁放工作专题会议，引导广
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禁燃规定。

1月 13日下午2时许，该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联合县应急局、华阳派出所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对春节期间违规销售烟花爆竹超商进行突
击摸排排查，本次摸排共收缴烟花爆竹36件，
有效的防范烟花爆竹安全事故的发生。与此
同时，该镇还组织人员，巡防街头巷尾，对燃放
烟花爆竹的重点区域、小街小巷进行全天候监
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各村、社区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方式，通
过大喇叭、微信群、入户走访等形式，广泛宣
传燃放烟花爆竹等危害，倡导文明新风，营
造禁燃禁放工作“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
氛围。 （通讯员 黄慧文 刘纯益）

华阳镇：多举措

持续推进禁燃禁放工作

本报讯 1月9日下午，安庆市宜秀区人民
检察院就一起因家庭矛盾引起的寻衅滋事案
件举行新年第一场网络直播公开听证会。此
次听证会由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程峰主持，邀
请人民监督员、杨桥镇人大代表担任听证员，
侦查机关案件承办人、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及其
辩护人参加听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围绕案件基本情
况、法律适用、矛盾化解及拟处理意见进行说
理阐述，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对其酒后滋事造成
金某某受伤的行为表示后悔，真诚对金某某进
行道歉；侦查人员、听证员分别发表意见，认为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系初犯，具有法定从轻处罚
情节，已取得被害人金某某的谅解，根据少捕
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对犯罪嫌疑人
王某某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公开听证情况，以阳光
透明的形式释法说理，提升了检察机关的办案
透明度和司法公信力。 （通讯员 吴燕）

宜秀检察院：

直播听证 化解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