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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文刚）近
年来，滁州市把推进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作为科技兴市“一号工程”，加
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今年上半
年，全市累计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654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新登
记科技成果同比分别增长 14.8%、
296%，均居全省第2位；累计吸纳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18.95亿元、同比增
长44.8%。

抓主体“培育”。制定《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实施办法》，完善“科技
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推
动创新资源向企业加速集聚。截至
目前，28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省
高新技术培育企业库，新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496家、同比增长37%。

提平台“能级”。围绕光伏、半
导体等八大产业链，加快高水平技
术创新平台建设，已累计建成省级
以上研发平台207家；实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滁
州省级高新区成功升格为国家级，
获批建设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1

个、省级创新型县（市）1个，并与100
余所“双一流”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
作关系。

重人才“招引”。实施“新时代
亭城英才”计划，加快推进院士助滁
行动，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82
个，其中18家团队获批省级团队扶
持资金立项支持、居全省前列；深入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惠科等5名外籍
专家引进项目获科技部资助、居全
省第2位，在滁外国专家总人数居全
省第3位。

优创新“生态”。制定《滁州市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成立领
导小组，统筹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
建设；设立2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引导
基金、目前已投资7750万元；引导担
保机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已累计担保 134 笔、总额超 7 亿元；
加强政策资金扶持，2022 年以来已
累计兑现企业科技创新奖补资金达
1755万元。

我市全力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文刚）炎
炎夏日，皖东大地处处涌动着项目
建设的热潮。记者近日从市投促局
获悉，上半年，全市新签约亿元项目
298个，比去年同期多23个，完成全
年400个目标任务的74.5%，超序时
进度24.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市坚定不移把“双
招双引”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战场、主
抓手，持续加大攻坚力度，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培育主导产业，强力
推动要素保障，招商引资继续保持强
劲势头，半年“成绩单”亮点突出：一
是招大引强成果丰硕，新签约项目总
投资1313.3亿元，其中10至30亿元
项目27个，30亿元以上项目9个，百
亿级项目4个，创历史新高。二是项
目转化不断提速。上半年，全市新开
工亿元项目230个，同比增长19.8%，
新签约项目转化率44.6%。三是项目
质量显著提升。上半年，全市新签约
项目中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2个，上
市公司投资项目 36 个，外资项目 9
个，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项目70个。

为了答好招商引资的“大考
卷”，全市上下以虎口夺食之势，高
频次招项目、高强度盯项目、高水平
谋项目，运用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
量、平台的思维，协同推进招商引资

工作，不断创新打法手法，切实提高
招商引资成功率。

开展外出招商和高位推进专项
行动，党政主要负责人“日接待、周
出征、月调度、季观摩”，定期召开产
业链链长会、企业家早餐会、双月座
谈会。今年以来，市领导高位推进
招商引资工作 52 次，拜访企业 113
家；各县（市、区）和滁州经开区、苏
滁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外出招商共
计 283 天，拜访企业 329 家；全市 40
个县干招商小组共外出招商617天，
在滁接待 1199 天，接待客商 803 批
次，收集线索431条。

围绕企业家讲商，邀请行业专
家举办“招商大讲堂”，讲解产业链
图谱、研判产业态势，结合实际提出
产业招商建议。通过集中学习、交
流研讨等方式，提升招商引资队伍
的理论素质和实践能力。今年以
来，全市举办各类招商引资培训 4
期，接受培训1200多人次。

此外，优化招商引资考评办法，
坚持“月通报、季督查”工作机制，加
大对招商项目审核和现场督查力
度，营造比学赶超抓招商的浓厚氛
围。全市招商引资热力图——投资
滁州小程序成功上线，也为今后的
招商引资提供了两大利器。

上半年全市新签约亿元项目 298 个、总投资
1313.3亿元；主要指标达到和超过序时进度

全市招商引资势头强劲成绩“亮眼”

8月9日，选手们在省十五运高校部羽毛球比赛现场挥拍拼杀。 全媒体记者卢志永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晨）目前，
省十五运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滁州城市
职业学院全面开打，有来自全省63所高
校72支代表队的546名运动员参加。

本次比赛自8月7日揭幕，甲、乙、丙
三组分别设置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
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等项目，预计到8月14日结束
全部对决。

比赛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体育馆举
行。8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不
久前才承办过省十五运高校部排球比赛
的场馆已经被重新布置，灯光、空调系统
都有所调整，原有的木质地板上铺设了
绿色的缓震材料，划出10块专业羽毛球
比赛场地，可以同时开展10场比赛。

赛场上，运动员们上步、挥拍、腾空
扣杀，将各路球技展现得淋漓尽致。赛
场边，技术官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
的羽球，精准地计分、判罚。“裁判组有78
人，包括1名裁判长、1名比赛监督和3名
专业仲裁员。每场比赛，都有1名主裁
判、1名罚球裁判和2名司线员全程坐镇，
确保比赛专业、公平、有序。”现场负责人
介绍。

省十五运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全面开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施 璇）8月9日上午，市委
书记许继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和
在 7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听取市公安局党委关于第三季度全省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精神、市财政局党委关于市本级
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贯彻意见；
讨论研究《滁州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
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奠
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全市上
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抓好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走在前列、争创一流的实际行

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认真贯彻“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深入落实中
央和省、市稳经济系列政策措施，用足用好专项债资
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干在当下、抓好三季度，
稳住市场主体、稳住实体经济，切实抓好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的推进，努力做到“季季红”、拼出“全年红”。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安委办、省安
委会相关部署以及第三季度全省道路交通安全联席
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责任
意识，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从源头上防范各类事故
发生。要全面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大对
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力度，坚持
分类施策、统筹推进，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牵头领
导和责任单位、完成标准、完成时限、奖惩措施等“五
要件”清单，确保隐患及时发现、动态清零。要坚持
举一反三，加强对城市道路、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

理，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努力为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积极研判，主动作为，精准发力，用
足用好财政金融政策，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
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力以赴稳定和增强市场
主体的发展信心，努力实现经济运行与财政收入良
性互动，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安徽作出的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郑栅洁关于系统
推进安徽科技创新工作的讲话要求，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高标准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
目标，结合实际、拓宽思路，发挥优势、扬滁所长，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
创造潜能，以加快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为核心，高水平打造“两地两区一中心”，确保我
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如期实现，为建设新阶段现
代化新滁州增添创新动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省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许继伟主持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深刻阐明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
针和行动纲领，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
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
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安徽见行动。我们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
不移办好安徽的事，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国发展大局多作贡献，以实际行动和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坚决认真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政策举措，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 （下转第二版）

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安徽日报评论员

大力实施高质量发展“一号工程”
比学赶超再掀“双招双引”新热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文刚）今
年以来，全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多重消费政策的
实施，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市场
呈现向好恢复态势。1 至 6 月，全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46.4 亿
元，同比增长3.4%，高于全省平均增
幅3.7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1位，同
比位次上升2位。

纵观上半年全市消费市场可以
发现，我市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省、
好于预期、快于同期，实现稳中有
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全
市商务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较快
发展态势，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及
餐饮业分别完成772.3亿元、592.3亿
元、17.8亿元及140.5亿元，增幅分别
为10.2%、8.9%、1.7%及9.4%。

随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层
次提升，限上新型消费热点增长强
劲，展现出消费市场的强大活力。上
半年，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144.7
亿元，同比增长4.6%，高于全省平均
增幅2.3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3位。
其中，全市新能源汽车零售额达 2.3
亿元，同比增长 645.3%；智能家用电
器 零 售 额 达 1.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0.6%；智能手机零售额达1.7亿元，
同比增长125.4%。

此外，在商贸主体培育方面，1
至 6 月，全市新增培育限上企业 591
家，新增数居全省前列，总数达2080
家，其中，销售额（营业额）超亿元以
上的单位有 95 家，同比增加 12 家；
超 10 亿元以上的单位有 14 家，同比
增加4家。

上半年全市消费市场企暖回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喻 松）今
年以来，我市抢抓“碳达峰碳中和”
机遇，以承办中国光伏产业大会为
契机，强化“双招双引”，持续扩大有
效投资，助力光伏产业集群倍增发
展。1至6月，我市光伏产业21家规
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30%。

我市将光伏产业摆在全市八
大产业链“领军”位置，由市委、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组建
工作专班，顶格推进千亿级光伏产
业发展。1至6月，新签约亿元以上
项目 9 个、总投资 260 亿元，新开工
百亿级项目 2 个；累计签约、在建、
建成重点项目56个、计划总投资近

2000 亿元。紧盯光伏组件、光伏玻
璃等光伏产业细分领域头部企业，
通过“引进+培育”不断提升企业发
展质效，推动“多链协同”，着力延
链补链强链，光伏组件、光伏玻璃
产能均占全省总量的60%以上。发
布《中国光伏行业人才白皮书》，组
建光伏产业链咨询专家库、首批入
库专家人才30名，成立专家咨询团
队 10 个；聚焦高端人才引进培育，
今年以来累计梳理光伏企业紧缺
人才需求 1000 余个，依托“千企百
校 智汇滁州”光伏产业链专场活
动全面对接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等高校。

“双招双引”助力光伏产业集群倍增发展

皖美省运 亭好滁州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大变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太新）8 月 9 日下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图强率队深入琅琊区调研暖民
心行动、经济新业态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提升暖民心行动的精准
度，把需求送到群众心坎里；要深挖新经济发展潜
力，构建琅琊发展新优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罗
信翔参加调研。

老年助餐是省、市十大暖民心行动之一，关系到
老年人切身利益。在丰乐社区老年食堂，王图强详
细询问服务内容、老年人满意度以及老年食堂经营
情况，肯定工作成绩，勉励运营方以高质量服务提升
老年人满意度，叮嘱相关部门既要加大帮扶力度，又
要加强管理，制定服务标准，完善考核方案，帮助企
业在服务好老年人和稳定经营之间找到平衡点，推
动持续健康发展。在琅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王图
强重点了解智慧养老服务情况，鼓励企业与高校开
展合作，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求属
地政府加强系统研究，招引大型企业介入养老产业，
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调研中，王图强来到位于滁州1912街区的梧桐
星娱有限公司、滁州凡越电商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直
播带货、网红经纪等新经济新业态，肯定琅琊区发展
数字经济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加强研究，深入挖掘潜
能，努力做大做强，增强发展新动能。王图强还来到
元气森林（安徽）饮料有限公司，与企业相关负责人
深入交谈，了解企业发展下一步战略考虑，要求琅琊
区深刻把握企业战略，努力寻找结合点，为企业需求
提供定制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多在琅琊
投资。

就为民办实事工作，王图强强调，要加强市、区
联动，合力推动十大暖民心行动落地落实。要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以工作精准度提升群众满意度。各
级人大要把开展十大暖民心行动与“聚民意、惠民
生”行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三室一点一家”阵
地作用，深深地沉下去，把社情民意带上来，发挥监
督促落实作用，为推深做实民生实事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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