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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
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
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
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
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
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十九届五中全会今年10月在京召开
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详见今日二版

◇ 7月30日下午，市长袁方会见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
长赵鹏一行。市领导吴劲、郑琇煦参加。

本报讯（记者 余萍） 7月 30日下

午，市政协主席钱沙泉率队赴雨山区、慈

湖高新区驻扎点，看望慰问驰援我市抗

洪抢险的部队官兵。市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宋金虎，市政协党组成员、一

级巡视员马少华，市政协副主席王青松、

卓龙华、季传舜、王霞，市政协秘书长朱

训龙参加。

走访慰问中，钱沙泉亲切看望慰问

了部队官兵，详细了解了官兵们的生活住

宿、伙食供应、防暑降温等后勤保障情况，

充分肯定了官兵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

顽强精神。他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市

防汛形势异常严峻，72集团军“合成十

旅”解放军官兵和马鞍山人民并肩战斗，

成功处置了一个个险情，战胜了一个个困

难，充分诠释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部队精神，体现了军民鱼水一

家亲的深情厚谊。他希望参与我市抗洪

抢险的广大官兵，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与我市干群一

道，奋力夺取抗洪抢险全面胜利。钱沙泉

要求，相关单位要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切实解决官兵们的后顾之忧。

钱沙泉走访慰问抗洪抢险官兵

本报讯（记者 刘挺 通讯员 许
然）近日，马钢交材首批发往澳洲的

BHP-970重载车轮顺利通过商检，

正式进入发货环节。这是交付澳洲

四大矿业巨头之一的BHP公司全年

重载车轮维修订单的首批产品，均为

目前世界最大轴重的 45 吨重载车

轮，也是国内该轴重系列车轮的首次

大批量出口，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马

钢车轮影响力，拓展海外市场。

BHP 公司是马钢交材的老客

户，双方自 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今年2月初，马钢

交材获悉对方有重载车轮招标需求

后，积极准备相关资料，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多次以邮件、电话会议

的方式和对方进行沟通，受到了用户

的肯定。最终，马钢交材凭借在重载

车轮研发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于6

月初与 BHP公司签订了 45吨轴重

重载车轮的全年维修订单。

据了解，高速、重载、低噪声是世

界轨道交通的主要发展方向。其中，

大轴重重载车轮因其可有效提升铁

路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而备受

国内外铁路货运企业推崇。目前，

45吨轴重的重载车轮是世界上最大

轴重的重载车轮，也是马钢交材近年

开发的新品。

据马钢交材相关负责人介绍，车

轮维修订单，就是用于车辆维修时车

轮的整体改换或部分更新，与新造车

辆对车轮的各项性能要求完全一致。

为认真组织好此次澳洲重载车

轮大批量订单的生产，马钢交材在接

到订单后立刻成立项目组，借鉴前期

重载车轮的研发经验，对炼钢的成分

设计、热处理工艺设计等多方面进行

梳理总结。

考虑到该批车轮未来应用环境

对车轮耐磨、硬度方面的高要求，马

钢交材技术中心根据对方提供的图

纸，进行多次工艺设计和优化，最终

确定了车轮的各项参数和工艺路径，

并迅速组织现场生产，快速完成了订

单首批产品的制造。

7 月 22 日、23 日，BHP 公司委

托第三方检验机构来马钢交材对

该订单首批车轮进行商检。经过

在线进行静平衡、超探、磁探、油漆

等检查，并随机抽检车轮尺寸之

后，马钢车轮过硬的质量最终让客

户满意而归。

目前，马钢交材正按照 BHP公

司的要求，积极做好后续批次产品的

相关生产准备工作。

马钢交材世界最大轴重车轮大批量出口

本报讯（记者 杨正文 通讯员 王亚
夫 刘再乐） 7月29日，记者从市科技局

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速达23%，高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速12.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三。

近年来，我市全力实施《中共马鞍山

市委关于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和《关于做强“桥头堡”当好“排头兵”

加快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实施意见》，紧紧围绕“生态福地、智造名

城”城市定位，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注重创

新引领、强化主体培育、凝聚创新资源，奋

力推动从“制造”向“智造”的跨越，智造名

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市积

极打造智能创新平台。持续推动制造业

企业建设研发平台，提升实施、承接和输

出智能制造技术的能力。今年以来，围

绕市政府科技创新平台引进培育建设重

点工作部署，着力推进14个智能制造领

域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双创”平台

服务支撑智能制造产业，建成智能装备

制造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注重培

育招引智能制造高层次科技人才，近年

来柔性引进10名院士及其团队与我市

企业开展智能制造领域合作。25个获

得市级资金扶持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

有9个是智能制造方向，26家智能制造

相关企业通过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吸引

近30名博士后在站开展相关研究。

此外，对接长三角资源，协同创新助

力智造。今年以来，凝练长三角合作项

目 44项，其中智能制造领域项目 7项。

举办“2020融入长三角，协同推进智造

名城建设”系列对接会，组织高校院所及

我市200余家智能制造与新材料企业参

加，征集企业需求62项，发布最新科研

动态及成果212项。

全市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居全省第三

记者 刘挺 通讯员 张如海 费孝亮

从“制造大市”加速迈向“智造名

城”的马鞍山，正紧紧抓住新一轮科

技革命战略机遇，吹响了推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

日前，我市正式出台《关于马鞍

山市深入推进智能制造的实施意见

（2020—2022年）》（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为我市未来三年深入推进智

能制造制定了“路线图”、明确了“任

务书”。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将以构建

新型产业体系为目标，突出“产业智

能化”和“智能产业化”，投资100亿

元以上重点实施六大工程，撬动生产

方式变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我市智能制造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

深耕“智造”产业 打造“工业大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智

能装备是智能制造的主要体现载体，

随着智能制造时代到来，对于拥有良

好制造业基础的马鞍山而言，发力

“智造”产业、研发智能装备，前景广

阔，大有可为。

我市将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产业，

三年内工业机器人总产量达到3500

台以上，创建省、市级技术中心 30

家，省、市级创新示范企业 30家，形

成20个以上智能制造相关的省首台

（套）重大装备、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

次软件产品。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将重点加

快弧焊机器人、喷涂机器人等本体开

发及批量生产，重点研发精密减速

器、高精度机器人专用伺服电机等关

键零部件。同时，重点发展智能仪器

仪表、智能成套装备和先进高端轨道

交通装备等。

打造“工业大脑”，赋能产业转

型，为企业乘“智”而上搭梯借力。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三年内将

培育 1家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超亿

元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每年实施智能化诊断和改造服务20

家以上。通过运用“工业大脑”，对工

业生产进行多维度分析、智能化决

策，指导企业优化调整生产过程，提

高效率、提升品质、降低能耗。

“点线面”齐发力 加快“智变”步伐

“工厂少见人，生产更智能”。

如今，放眼一江两岸，越来越多的

传统企业正投身“智造”浪潮，推动

“马鞍山制造”加速迈向“微笑曲

线”两端。

未来，制造业“智变”的步伐还将

加快。根据《实施意见》，我市将从

“点、线、面”（“点”即持续推进机器换

人、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线”即各行业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提

升；“面”即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区）上

齐发力，推动我市智能制造水平迈向

新台阶。

持续推进“机器换人”，三年内推

广应用工业机器人600台以上，通过

使用智能装备替代人工生产，实现

“减员、增效、提质、安全”的目标。

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三年内

培育省、市级数字化车间和数字化生

产线60个。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数

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 80%，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0%。

加快建设智能工厂，三年内建

设 15 个以上省、市级智能工厂，企

业运营成本、产品研制周期和产品

不良品率有效降低，生产效率、能

源利用率有效提高。围绕我市传

统优势产业和具有发展基础的新

兴产业，突破行业现阶段适用的智

能制造装备、技术和解决方案，积

极探索应用新技术、新模式，进一

步提升智能化水平。

创建智能制造示范区，三年内创

建智能制造示范区1个，在区域内完

善信息基础设施，打造一批专业化、

高水平的智能制造领军服务机构、服

务组织和人才队伍；在细分行业力争

培育5-6家智能制造推广示范企业，

开展一批智能制造论坛、诊断、对接

等特色活动，逐步构建智能制造生态

体系。

加强平台建设 强化推广示范应用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将强化与

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搭建智能制造服

务平台。依托服务平台组织专家和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开展智能制造

诊断服务活动，筛选具有行业应用价

值的优秀方案进行推广。

(下转第五版)

我市出台《实施意见》深入推进智能制造，投资逾百亿元重点实施六大工程

乘“智”而上 加速迈向“智造名城”

习近平：积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
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和巨大压力

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

〉〉详见今日二版

■标题新闻

◇ 7月30日晚，市长袁方在马鞍山分会场参加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巢湖流域防汛会商视频会，强调要按照省统一部署要求，
强化针对性举措，严防死守，全力确保裕溪河、牛屯河堤防安
全。市领导吴劲、杨善斌参加。

本报讯（记者 况安轩） 7 月 30日

上午，市长袁方前往雨山区、当涂县，实

地督查尾矿库、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防汛

及安全管理工作，强调要强化监测防守，

坚决保证安全。

在雨山区城门峒尾矿库、当涂县青

山尾矿库，袁方仔细询问坝体管理、实时

监测等情况，并听取全市尾矿库管理情况

汇报，要求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

从严抓好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安全运行。

在当涂县一处山体滑坡现场，袁方实地察

看险情处置情况，强调要继续严密监测，

做好警示提醒，防止次生灾害。来到当涂

县红旗水库，袁方详细了解水库调度、进

洪泄洪等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巡坝查

险，抓实抓细安全度汛各项措施。

袁方在督查时强调，尾矿库、水库、

地质灾害点既是汛期安全防范的重中之

重，也是日常安全管理的重点领域，要全

面落实安全管理各项措施，严防各类风

险隐患发生。要坚决抓好尾矿库安全，

压实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一库一

策”，持续加强信息化动态监测预警，确

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坚决抓好水

库安全，加强人防、技防和工程措施，加

大巡查排险力度，做到抓早抓小抓苗

头。要坚决抓好地质灾害点安全，强化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特别是针对强降雨

等极端天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第一时

间落实避险举措，确保安全。

袁方督查尾矿库、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防汛及安全管理工作

强化监测防守 坚决保证安全

图为马钢交材员工正在给喷过漆的车轮贴标签图为马钢交材员工正在给喷过漆的车轮贴标签。。 记者记者 刘挺刘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