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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工厂少见人，生产更智能。”在疫

情防控期间，一批“智能车间”不停
工、一众“工业机器人”不停息，抗风
险能力凸显。

推动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我市还
用好“亩均论英雄”改革关键一招。

我市在全省地级市中率先建立起
“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体系，企业按“质”
排名，实行差别化资源配置，以“正向激
励+反向倒逼”精准发力扶优汰劣。
2021年底，这项改革创新举措已在全省
进行推广。

得益于高质量发展“新战法”，全市
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由实施评价前的
12.59 万元提升为 14.75 万元，增长
17%。2020年以来，累计倒逼339户低
效企业转型或退出，盘活腾退低效企业
用地9000多亩，促进制造业加快摆脱

“虚胖”、走向“强壮”。

集群发展提能级

忙生产、赶订单……走进安徽奥克
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
忙景象。落户当涂经开区以来，这家企
业紧盯市场变化，不断扩宽产品门类，采
取线上与线下同步营销方式，呈现出产
销两旺的良好势头。

近年来，当涂县依托奥克斯、粤美科
技等龙头企业，加快打造智能家电产业
集群，集群已经集聚产业链企业超百家，
2021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目
标。我市一方面以增强竞争力、发展力
为方向，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一方面
以加快集群化、规模化为方向，发展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

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5G通信通讯……近年来，随着越来
越多“新”板块的热力加盟，重塑了城市
产业“基本面”，注入了强劲澎湃新动能，
驱动马鞍山在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上“大
步流星”。

循着“立足钢、延伸钢，不唯钢、超越
钢”思路，当前，我市正加快打造“1+3+
N”产业集群升级版，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着力提升经济能级量级。

和县精细化工材料、雨山区功能性

材料、马鞍山经开区绿色食品、慈湖高新
区节能环保和通信通讯……近年来，随
着一大批产业集群建设强劲起势，进一
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汇聚起共同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截至
2021年底，我市“1+3+N”产业集群共实
现产值超3000亿元。

项目为王强支撑

疫情挡不住发展激情。
总投资 56 亿元的博望区顺博合

金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55亿元的和
县信义集团玻璃产业链及智能产业园
项目……4月 7日，总投资 397.8 亿元
的5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其中制造
业项目占比超七成，将为我市奋力推
动制造业三年倍增进一步强基、筑势、
赋能。

项目是产业的载体，大抓项目就是
大抓产业、大抓发展。

我市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一以
贯之抓项目、一着不让抓招引，全力以赴
兴产业、强实体、增动能，以项目建设“快
马加鞭”力促发展“一马当先”。

疫情期间，一场跨越皖苏两地的签
约仪式顺利举行。通过“云签约”，慈湖
高新区成功引入常州双联5G电子功能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新材料
项目，为园区新材料产业集聚发展注入
活力。

从线上到线下，从长三角到珠三角、
京津冀……我市精准聚焦“一高三强”项
目，举全市之力大招商，聚全民之智招大
商，“双招双引”力度之大、成效之显前所
未有，“百亿级”大项目接连落地。

聚焦全生命周期管理开展“七未”项
目攻坚，“五个一批”举措精准破解难点
堵点……我市紧盯项目建设，不断创新

“打法”，全速推进项目落地落实、快投快
建、达产达效。

放眼一江两岸，一批“效果图”变成
“施工图”、“施工图”变成“竣工图”，为打
造产业强的“白菜心”汇聚起“硬核”力
量。

今年一季度，我市省重点项目合计
开工数127个，居全省第2位；合计竣工
数63个，居全省第1位；续建和计划开
工项目投产率居全省第1位，竣工率、投
资完成率居全省第2位。

“智造名城”万象新

本报讯（记者 谈恒成） 4月23日
上午，“2022年马鞍山读书节”启动仪式
在市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市领
导陈永红、王晓焱、阚青鹤、贺应旭出席
启动仪式。

今年读书节活动围绕“喜迎二十大，
阅享新时代”主题，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精
心策划并统筹安排了覆盖全域、贯穿全
年的各类全民阅读活动491项，旨在将
全民阅读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保障
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相结合，倾力打
造“15分钟阅读圈”，加快构建网络健

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和惠及全民的阅
读服务体系，为奋力打造安徽的“杭嘉
湖”、长三角的“白菜心”，全力建设现代
化“生态福地、智造名城”提供文化动力
和智力支撑。

在启动仪式现场，图书馆馆员和读
者代表诵读了《书籍，春风，还有你——
给读者的一封邀请信》（马鞍山篇）。

今年读书节活动由市全民阅读工作
联席会议统筹指导，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
各县区委宣传部和文旅体局承办，市全民
阅读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协办。

“2022年马鞍山读书节”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明培 通讯员 鲍
盛） 4月 20日下午，全市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召
开，认真总结 2021 年工作，深入分析
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犯
罪工作。一是坚持全链打击，进一步
加大攻坚、强化震慑。公安机关要以
专业团队应对职业犯罪，迅速掀起新
一轮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潮。
公检法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依法快
诉、快审、快判，增强打击震慑。二是
突出预警预防，进一步管控源头、筑
牢防线。公安机关要加快升级改造

市县两级反电诈中心，商业银行和运
营商入驻市反电诈中心合署办公，加
强预警拦截技术研发。建立健全预
警劝阻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群
众上当受骗。三是深化综合治理，进
一步压实责任、强化联动。各县区、
各部门要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共治，
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
犯罪的生存空间。各行业部门要严
格事前监管和事中监测。对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中涉及的黑灰产线索，要
全力开展“一案双查”，及时发现和封
堵行业监管的短板漏洞。

副市长、市联席会议召集人、市公
安局局长程彰德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文图/记者 黄莹 通讯员 常兴胜

园区里，一辆辆卡车满载货物，
来回穿梭；厂房里，机器声隆隆作响，
生产有序；工地里，工人们聚精会神，
忙着赶工……

4月20日，记者走进和县经开
区，看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
单，处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为了将
疫情对园区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
低，和县经开区坚持防疫、生产“两手
抓”“两不误”，加大对园区企业的帮
扶力度，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实现
经济发展逆势飘红。

据了解，一季度，和县经开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66.45亿元，同比增长40.42%，其中
3月完成工业总产值30.21亿元，同
比增长50.67%。1至3月，和县经开
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04
亿元，同比增长30.45%；完成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 40.57 亿元，同比增长
83.74%；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31.5亿元，同比增长110.81%。

生产建设齐步走 发展有盼头

作为我省最大的环形件制造企
业，在安徽同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一块块钢锭经过切割、煅烧、
热处理、调质、加工等工序，变成了一
个个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环形锻件，它
们广泛应用于风电领域和工程机械
领域。

公司厂区另一侧，年产10万吨

的大型风电环件项目建设现场，工人
们正在进行设备基础建筑和厂房建
设，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一片繁忙
的生产景象。

“年产10万吨的大型风电环件
项目去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建设，预计
5月底设备陆续进场、安装，8月份实
现试生产，预计今年可实现产值1亿
元。”安徽同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邹业明说，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和县经开区严把防疫关的同时，
积极为企业做好服务，派专人对接协
调，确保物流通畅，最大限度地保障
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仅如此，和
县经开区还积极帮助企业争取资金，
目前，上海支点基金项目已经报国家
科技部审批。

一手抓生产经营，一手抓项目建
设，位于省精细化工基地的安徽晟捷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实施“双轮
驱动”。春节以来，安徽晟捷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亚一直连
轴转，既要忙着一厂生产经营，又要
推进二厂项目建设。

“不管是县里，还是和县经开区
管委会，都非常关心公司的发展。他
们不仅帮我们解决用工难题，还保障
我们的物流通畅，同时为二厂项目建
设开展现场办公，及时解决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王亚介绍，一季度，
晟捷新能源实现产能3.34万吨，同
比增长了一倍。二厂项目预计9月
实现试生产。届时，晟捷新能源产能
可达40万吨。

纾困解难用真情 共渡疫情关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和县经开区
管委会有序组织企业员工进行核酸检
测，并向企业发放防护物资，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一个多月来，和
县经开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胡明宝是
对接企业的“助企专员”之一。“助企专
员”的主要职责是督促、帮助企业做好
防疫工作，为企业跑腿、确保物流畅
通。为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和县经开
区派出了一批“助企专员”，对园区内
工业企业实行专人贴心服务。

作为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物流
一头连着供给，一头连着需求。围绕
企业关心的物流运输，和县经开区通
过精准施策，提升货运车辆的物流效
率，为园区企业排忧解难。

“企业生产离不开物资，保障物资
运输畅通，直接关系企业的正常生产
运转。”胡明宝介绍，对于外来车辆，和
县经开区对驾乘人员信息提前预审，
预发车辆通行证，同时派专人在高速
道口接车进入园区，专门开辟“外来物
流车辆缓冲区”进行闭环管理，对人员
实施核酸和抗原“双检”，确保厂区人
员和驾乘人员的“零接触”。

记者看到，在和县经开区“外来
物流车辆缓冲区”，由企业专人前车
引导，一辆辆大型卡车驶入缓冲区，
在对车身消毒后，驾乘人员统一开展

“双检”，检测呈阴性后，驾乘人员方
可进入企业装卸货物，完毕后再由企
业专人引导至高速口离开。

防疫生产“两不误”逆势飘红有“战法”
和县经开区助力园区企业生产“不掉链”

图为安徽同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图为安徽同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记 者 王永霞
通讯员 迟开红 张鹏

机械补偿工作台更新到第三代，
模具精度误差缩小到市场普遍标准
的五分之一；薄薄的刀具轻松切割精
确度要求极高的硅钢片，实现进口替
代，减少了电力企业的成本……

在博望区，企业自主创新百舸争
流，产学研合作势如破竹，一道道技术
瓶颈被突破，一个个工艺流程被改进，
转化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自主创新激发“向上”动能

倾身站在一套全自动可调开口
下模前，安徽联盟模具工业股份公
司技术部部长王长福拿着扳手，调
试刚刚安装的减速机。一次、两次、
三次……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模具的
开口处，努力让每一次调试都能达到
预想中的速度。

联盟模具成立于1995年，是一
家专业制造高精密模具的企业。公
司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安身立命之
本，实现产品和工艺的双提升。

“这是我们研发的机械补偿工作

台，专门用来消除折弯机变形误差，
精度误差在±2丝，市场普遍标准
是±10丝。”王长福指着一张长条
形、上面安装着各种零件的“铁桌子”
告诉记者，工作台目前已更新到第三
代，精度更高，误差更小。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折边机模
具，变传统的液压折弯为电动折弯，
不管折几个边，一次成型。”来到另一
个车间，王长福拿起一块个头不大的
模具介绍。

去年7月，联盟模具的老客户江
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新的
需求，想订购一次成型的折边机，问
王长福能不能完成？“保证完成”，立
下“军令状”，王长福和他的研发团队
一头扎进研发工作中。

“光工艺流程调整就不下5次，
每调整一次需要半个月时间。”调整
一次，离目标就越近一步。历经4个
月，模具终于研发成功，这让团队全
体成员兴奋不已。

近年来，博望区不断加快推进创
新驱动，通过前期辅导和引导企业投
入等方式，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
不断强化项目管理和服务，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该区已有3
家企业成功获批省级数字化车间，
15家工业企业161台生产设备上云
进平台，博望工业互联网平台框架已
经形成。

产学研合作加快成果转化

研磨匀速转动，四个小时后，研
磨工陶银红打开磨盖，从研磨泥中拿
出一个刀片，用检测尺量了厚度，刚
好达到标准。他关掉机器，取出剩余
24个刀片，放进镜面抛光机，开始抛
光。

走进马鞍山市金菲硬质合金刀具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小不一、形状各
异的刀片有条不紊地“走”下生产线。
金菲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硬质
合金刀具、模具及机械配件加工、销售
企业，其生产的高端刀具主要运用于电
力行业和新能源企业。2021年，公司
实现产值2600万元，同比增长50%。

“产值迅速增长，得益于产学研
合作。”公司总经理陈鑫旸说，公司与
安徽工业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提
升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我们有一款平面工装，就是在

产学研合作下诞生的。”陈鑫旸举了
个例子，该工装的精度更高，误差只
有几微米，因此，刚一上市就被客户
抢购。“由这款工装带来的订单多达
数百万元。”陈鑫旸介绍。

产学研合作成果能迅速转化，离
不开高精尖设备的支持。金菲公司每
年投入设备更新费用达两三百万元。

“这是1.5米的横刀，误差在0.003mm
以内，是市场普遍标准的十几分之一。”
金菲公司创始人陈学金指着车间内一
台台高端机床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后，
产品精度大大提升。

不只是金菲公司，在博望区，政
府搭台、校企唱戏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已渐成风尚。博望区引导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合作，全面促进机床、刃
模具、机械产业转型升级。该区先后
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安徽工
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加
快建设上海交通大学-马鞍山博望
高端数控机床研发中心、合肥工业大
学-马鞍山博望自动化智能装备研
究院、苏相研究院博望离岸实验室暨
苏博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为科研成
果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创新发展“春满园”
博望区以科技创新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图/记者 季晨辰 通讯员 汪洁

4月22日晚上7时，正值车流量
高峰，花山区城管局数字城管办公室
的陈牛庆穿着白色防护服，在宁芜高
速马鞍山北出入口查验点，对进入马
鞍山的车辆仔细查验，严格按照防疫
政策和流程，查验车上每位人员行程
码、健康码。隔着防护面罩和口罩，
他耐心地解答乘客的问题，“天气也
比较热，车辆排着长队，希望自己一
直以这样的工作状态服务他人，站好
这班岗。”

平时，陈牛庆负责花山区数字城
管平台的运行，接受市长热线转办，
受理城市管理案件，接受市民对于市
容管理的咨询、投诉、建议，忙得脚不
沾地。

3月31日，陈牛庆来到马鞍山东
站防疫临时卡口，负责出站口的第一
道查验关：查看每位乘客的行程码、
车票、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告知乘客从对应通道通行。就这
样，陈牛庆在马鞍山东站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连续坚守了11天。

从4月起，陈牛庆又和同事们
来到宁芜高速马鞍山北出入口查
验点。在新的防疫卡口，他迅速培
训上岗，成为查验点“三班倒”的一

线“守关人”。如今，高速路口车流
量大、人员组成复杂，他更明显地
感受到“外防输入”任务的繁重。
但他每天以精神抖擞的状态，一丝
不苟执行疫情防控任务。由于天
气闷热，陈牛庆在防护服里只穿一

件短袖，连轴转、不喝一口水是他
和同事们的常态。从清晨到深夜，
他始终“钉”在马鞍山北出入口查
验点，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在换班休息之余，陈牛庆会和家
里人视频，这是陈牛庆珍惜的温情时

刻。最令他感动的是，妻子作为一名
交警，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
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没有后
顾之忧。上小学的儿子现在总是自
豪地和同学们说，“我爸爸是‘大白’，
他正在保护着我们的城市。”

“城管蓝”用心站好每班岗

图为陈牛庆在马鞍山北出入口查验点值守。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潘
冬） 记者从 4 月 21 日举行的中冶华
天 2022 年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获
悉，今年一季度，中冶华天新签合同
额、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完成年度预算
的 27.20%、34.06%和 28.73%，均超序
时进度，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以来，中冶华天致力深度融
入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市场布局，加大
资源投入，坚定不移做大非钢业务，在
四川、江西设立区域分公司，加强市场
营销”。一季度，钢铁冶金、环境环
保、房建市场与康养业务拓展均有收

获，签订了玉昆钢铁产能置换升级改
造项目YKXD总承包、安全教育及应
急演练示范基地项目二期、江西弋阳
产城融合区理想小镇一期等重点项
目；中标安徽G105境内公路勘察、设
计项目，为公司赢得了第一个公路设
计业绩。

下一步，中冶华天将继续以提高
营销质量、组织机构瘦身健体等“五个
专项行动”为抓手，精准施策，一手抓
防疫，一手抓经济，进一步加大生产协
调力度，抢抓二季度施工黄金季节，把
疫情对工程项目影响的工期抢回来。

中冶华天实现首季“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