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

第 １５ 卷
２０１５ 年

第４期

中

８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５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ｇ.

Ｎｏ.４

２０１５

安徽在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产业链的角色和定位
秦

煦

( 安徽省阜阳市科学技术局ꎬ安徽阜阳 ２３６０００)
摘

要:国家作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战略决策和上海加快建设国际性的科技创新中

心ꎬ给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ꎮ 安徽应发挥地理区位优、科教基础好、产业配套能力强等综合优势ꎬ
在长三角经济区的新一轮合作和发展中ꎬ不断创新融入和对接理念ꎬ着力提升皖江地区竞争优势ꎬ加速培育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ꎬ努力把安徽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创新中心和全国重
要的自主创新示范区ꎮ
关键词: 安徽ꎻ长三角ꎻ科技创新ꎻ定位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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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在新的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和定位

安徽省应充分发挥好承东启西、通江达海、腹地广阔
的优势ꎬ顺势而上ꎬ主动作为ꎮ 一是着力推进产业创

八百里皖江ꎬ下连沪苏浙ꎬ上通赣鄂川ꎬ安徽拥

新ꎬ积极承接上海产业和技术转移ꎬ努力把安徽建设

有顺江出海对外开放的最佳区位ꎮ 目前上海市按照

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创新中心ꎻ二是应充分发

总书记对上海发展战略定位和要求ꎬ正加快向具有

挥已有的科教优势ꎬ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ꎬ把安徽建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ꎬ并积极发挥在长

设成为全国重要的自主创新示范区ꎮ

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ꎬ长三角经

２

济区进入新一轮的合作和升级ꎮ 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的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ꎬ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
中国经济新支撑带ꎬ是重大战略决策ꎬ也给安徽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ꎮ
安徽处于接南传北、承东递西的地理位置ꎬ作为

２.１

安徽具备实现角色和定位的支撑条件
安徽战略地位有了新的提升
«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指导意见» ꎬ对安徽在长三角定位和要求有了

重大提升ꎬ安徽正式迈入长三角省份行列ꎬ在基础设

长三角的纵深腹地ꎬ是沿海发达地区产业与技术梯

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等领域成为新一

度转移的第一站ꎮ 东向发展ꎬ积极融入长三角ꎬ早已

轮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示范及典型区域ꎮ 同时安

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ꎮ 上海全球科技创新

徽整体纳入长三角城市群ꎬ省会合肥作为与杭州、南

中心的建设ꎬ使国际领先的新科技、新技术ꎬ最新商

京并列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三大副中心之一ꎮ 在

业模式ꎬ对长江经济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会发挥

此格局下ꎬ安徽作为长三角的纵深腹地和中国实施

着支撑、引领、转移、服务与示范作用ꎬ必将为安徽科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桥头堡ꎬ在地理上

技创新带来一系列良好机遇ꎮ 安徽应该抢抓上海科

与苏浙沪及赣鄂川无缝对接ꎬ在资源开发、产业发

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历史性机遇ꎬ

展、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ꎬ将在长三

精准定位ꎬ高端融入ꎬ共谋发展ꎬ加速崛起ꎮ

角城市群及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中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和新一轮长三角经济区
合作中ꎬ各省市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ꎬ体现出各地发
展特色和发展水平ꎬ在区域内形成优势互补的新格
局ꎮ 就安徽省目前科技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来看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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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２.２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
近年来ꎬ安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态势ꎬ主要

经济指标增长继续保持在中部六省领先地位ꎮ ２０１４

年生产总值突破 ２ 万亿元ꎻ人均 ＧＤＰ 达 ３４ ４２７ 元ꎻ
财政收入 ３ ６６３ 亿元ꎻ粮食产量达 ６８３ 亿斤ꎻ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９ ５３０ 亿元ꎻ固定资产投资 ２１ ２５６ 亿
元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 ３２０ 亿元ꎻ外贸进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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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４９２.７ 亿美元ꎻ城镇化率 ４９.２％ꎻ城镇、农村常住

２.５

２.３

现ꎮ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ꎬ科技成果使用、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２４ ８３９ 元和 ９ ９１６ 元ꎮ
安徽科技创新基础雄厚

一是科技人力资源丰富ꎮ ２０１３ 年ꎬ安徽省 Ｒ＆Ｄ

活动人员 １１.９３ 万人年ꎬ拥有院士 ２９ 人ꎬ院士工作

站 ６２ 个ꎬ入选“ 千人计划”１３０ 人ꎮ 二是科技机构众
多ꎮ 目前拥有各类科技机构 ３ ４８４ 个ꎬ其中拥有中
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中央驻皖机构 ２０

个ꎮ 三是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迅速ꎬ安徽省各类

科技企业孵化器 ７０ 个ꎬ省以上科研平台 １ ４９８ 家ꎮ
四是研发投入快速增加ꎮ ２０１３ 年全省 Ｒ＆Ｄ 经费投
入 ３５２ 亿元ꎬ占生产总值比重 １. ８５ꎬ居中部各省首
位ꎮ 创业投资基金 １８ 支ꎬ资金总规模 ５７.３ 元ꎮ 五
是科技产出效益明显ꎮ ２０１３ 年安徽省专利申请量

９ . ３ 万 个 ꎬ 居 全 国 第６ 位 ꎬ 每 万 人 口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１.９３ 个ꎮ ２０１３ 年获国家级科技奖励 １５ 项ꎮ 六是高
新技术企业发展迅速ꎮ 高新技术企业 ２ ０１８ 家ꎬ产

安徽创新环境具有比较优势
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作用日益发挥和显

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加快推进ꎮ 科研资金配置市
场导向机制进一步健全ꎬ创新型省份建设的体制活
力进一步激发ꎮ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确立ꎬ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基金有效运行ꎬ创新型园区和产学研用合
作平台加快建设ꎮ 目前安徽拥有全国四大科教基地
之一的合肥市ꎬ有皖江产业转移承接带和中央批准
的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ꎬ有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自
主创新实验区域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ꎬ有皖南国
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皖北振兴及中原经济区发展、大
别山扶贫开发等区域发展的战略平台ꎬ其效应在积
极发挥ꎮ

３

实现新定位安徽要有新作为
建设长江经济带是国家重要战略ꎬ也是新常态

值 １.２ 万亿ꎮ 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型企业 ３７１ 家ꎬ其

下安徽发展新的战略机遇ꎮ 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

欧盟、美国、以色列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达海、腹地广阔的优势ꎬ在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

中国家级 ３２ 家ꎮ 七是对外科技合作广泛开展ꎮ 与
关系ꎮ 实施各类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 ２４８ 项ꎬ长
三角科技联合攻关项目 ６９ 个ꎬ吸引沪苏浙 ４０ 多所
高校院所及近百名科研人员参与ꎮ 综合评价ꎬ安徽
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 ９ 位、中部第 １ 位ꎮ

２.４

安徽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增强

带的“ 龙头” ꎮ 安徽必须充分发挥好承东启西、通江

体化、场发展一体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一体化、
区域创新体系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同时ꎬ以创
新驱动为主抓手ꎬ围绕全国重要的自主创新示范区
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战略定位ꎬ顺势而上ꎬ主动作为ꎬ
高端融入ꎬ积极有为ꎮ

近年来ꎬ安徽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

一是不断创新融入和对接理念ꎮ 树立区域经济

和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ꎬ立足产业链部署创新链ꎬ抓

一体化和开放竞合发展的新理念ꎬ打破行政区划界

产业关键技术攻关ꎬ抓企业创新能力提升ꎬ抓重大科

限ꎬ摒弃封闭排斥心理ꎬ以理念创新推动思路创新和

技成果转化ꎬ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发展ꎬ承接产业转移

工作接轨ꎬ经验互鉴ꎬ主动接轨ꎬ积极融合ꎮ 遵循市

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ꎮ ２０１３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１１.２％ꎬ增幅比全国高 ２.９ 个百分点ꎬ
居全国第 ７、中部第 ２ 位ꎬ安徽省超百亿元企业 ２９

家ꎮ 其中ꎬ电子信息和家用电器、汽车和装备制造、
食品医药、材料和新材料、轻工纺织以及能源和新能
源等六大主导产业实现增加 ７ ３０３.２ 亿元ꎮ 十大高
成长性产业迅猛发展ꎬ共实现工业总产值 ５ ８０９. ２

亿元ꎬ其中智能装备业６７９ . ７ 亿元 ꎬ新 型 显 示 产 业

３６１.７ 亿元ꎬ智能终端业 ７０７ 亿元ꎬ智能语音业 ６０.４

亿元ꎬ云计算和软件业 ２００.６ 亿元ꎬ新能源汽车产业

４７.９ 亿元ꎬ节能环保设备产业 ６０５.３ 亿元ꎬ新材料产
业 １ ７２４.５ 亿元ꎬ生物医药产业 ５０５.８ 亿元ꎬ绿色有
机食品加工业 ９１６.３ 亿元ꎮ

场经济规律ꎬ形成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企业主体、社
会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ꎬ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服
务功能ꎬ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助
力作用ꎬ以企业合作促产业合作ꎬ以产业合作促区域
合作ꎮ 积极推进分工协作ꎬ促进资源共享、要素整
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ꎬ实现特色发展、差异化发
展、协调发展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交流新
格局ꎮ
二是提升皖江地区竞争优势ꎮ 皖江地区要重点
承接沪苏浙的产业组团式转移、产业链整体转移及
技术转移ꎬ形成一批特色园区和示范园区ꎬ实现产业
梯度的大转移和转型升级的大提升ꎮ 培育和发展若
干技术含量高、竞争力强、产品品牌响的特色产业集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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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ꎮ 制定“ 互联网 ＋ ” 行动计划ꎬ推动加工制造业与

范区和皖江农业科技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ꎬ培养新

视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战略

七是增强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ꎮ 强

性新兴产业发展ꎬ大力推进传统优势产业与战略性

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ꎮ 围绕电子信息、高端

新兴产业融合发展ꎮ 同时要积极加强与长江上下游

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ꎬ建设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企业

地区的产业分工协作ꎬ承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ꎬ促进

研究院ꎮ 大力引进长三角地区领军人才来皖创新创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ꎬ全面提升整个

业ꎮ 选择一批园区开展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ꎮ 组

地区的竞争优势地位ꎮ

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ꎬ发起设立混合所有制专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结合ꎬ高度重

型职业农民ꎮ

三是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ꎮ 在承接

项子基金ꎮ 发挥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示范作

产业转移中促进促进产业集群发展ꎬ全面增强主导

用ꎮ 扩大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范围ꎬ启动科技

产业核心竞争力ꎮ 以产品高端化、制造智能化、发展

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ꎮ 支持中科大

集约化、产业绿色化为主攻方向ꎬ着力突破核心关键

先进技术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技术ꎬ完善产业链关键节点ꎬ推进重大项目建设ꎬ加

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等建设ꎬ加快科技成

快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ꎬ

果转化步伐ꎮ

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ꎬ打造
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基地ꎬ推动智能装备
等高成长性产业又好又快发展ꎮ 实施省创新百强试
点工程ꎬ力争更多企业进入长江经济带创新百强ꎮ
四是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ꎮ 实施名
企、名品、名牌、名家、名才“ 五名工程” ꎬ大力发展新

型平板显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ꎮ 加快钢铁、有色
金属、石化、水泥等重点行业改造升级ꎬ提高先进产
能比重ꎬ扩大国际市场份额ꎮ 推进产业集聚发展ꎬ建
设合芜蚌新型显示、合芜滁家电、合芜马自主品牌汽
车、芜马合机器人、马芜铜池优质金属材料、安庆化
工及新材料、两淮现代煤化工、皖北轻纺鞋服、阜阳
生物医药、亳州现代中药、两淮大型煤电、定远盐化
工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基地ꎬ力争在新型
显示、家电等领域与沿江省份联合打造若干世界级
产业集群ꎮ
五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ꎮ 加快服务业产业园
区和集聚区建设ꎬ促进服务业集聚发展ꎬ提升服务业
发展水平和比重ꎮ 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航
运服务、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
生产性服务业ꎬ加快发展文化创意、物联网、云计算、
智能服务等新兴服务业ꎮ
六是推进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发展ꎮ 实施绿色
增产模式攻关示范工程ꎬ深入推进粮食生产三大行
动ꎮ 继续实施畜牧业升级计划ꎬ加快建设长江流域
优质油菜产业带ꎮ 发展绿色无公害和有机农产品ꎬ
支持建设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ꎮ 加快现代农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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