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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负
责同志召开专题视频会议时提出，将共
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居中靠
东，有着广阔内陆腹地的安徽，如何打好

“创新牌”，深度融入长三角？9月8日至
11 日，本报记者随长三角媒体采访团来
到合肥、滁州、马鞍山等地展开调研。

大湖名城，
长三角一匹“创新黑马”

身处长三角的“边缘”，安徽省会城市
合肥在“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进程中，本
无明显区位优势，近年来却依靠科技与产
业创新，“黑马合肥”在城市舆论场上频频

“露脸”。昔日寂寂无名的江淮小邑，转眼
已崛起为引领全国、剑指世界的创新之都。

合肥对创新的重视，从其选定的城
市品牌标语便可见一斑：大湖名城（大湖
指的是巢湖），创新高地。9月8日，记者
随“创新引领 皖美智造”全媒体新闻采
访团来到位于巢湖北岸的安徽创新馆，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生
物和大健康⋯⋯走过馆内每一个创新成
果展区，无不散发出浓浓的创新气息。

“这是中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场

馆，是安徽创新发展的引领性工程。”安
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耿纪平
自豪地说，安徽创新馆由三栋独立的主
题场馆组成，以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为核
心，形成“聚集展示、捕捉寻找、研发转
化”的环形功能链。“截至目前，我们已
引进知名科技服务机构 11 家，举办科
技成果转化活动 68 场，发布创新成果
500 多个，为全省 5000 多家企业提供
相关科技服务。”

中国声谷，是合肥全力打造的世界
级产业地标。作为工信部与安徽省政府
共建的部省重点合作项目，中国声谷通
过投资、招商、孵化等方式，加速人工智
能产业项目聚集。在中国声谷体验中
心，形形色色的“AI 智能”科技产品，让
记者眼界大开。

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在合肥扎根
生长，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科大讯
飞领衔的中国声谷，正扎堆形成高新区

“量子企业一条街”。据介绍，截至今年
6 月底，中国声谷入驻企业总数达 910
家，百信、华通信安、龙芯中科等一批龙
头企业相继落地。

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系统

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等于一身，创新已成为合肥最
大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质。

智能制造，
助家电企业逆势上扬

9月10日，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智
能工厂车间内，工人吴萍完成了制造执行
系统（MES）采集点最后一道工序——平
板电视机芯收板工作。MES系统管理员
曹旭告诉记者，该系统通过采集生产过
程、物料批次和检验信息，能够形成完整
的产品生产过程数据库，建立产品的全程
可追溯体系，大大提高作业效率。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滁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视听产品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现有 11 条平板电视生产线、年产
能规模 600 万台，重点打造以制造执行
系统(MES)为中枢系统的数字化车间，
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在今年家电企业
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其主要经济指标逆
势上扬实现快速增长。

总部位于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样将自身发展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
在其子公司华菱汽车发动机分公司智能
生产车间内，成排智能机器人对发动机
及零部件精准加工。“只有生产线响起产
品不合格警报，才有人工干预处理，正常
情况下生产线是没有人的。”总经理助理
王标说。

走进康佳电子、华菱星马等长三角
腹地制造业工厂，记者深切感受到，今天
的安徽，正在从传统制造的“上半场”，稳
步迈向智能制造的“下半场”。

协同创新，
安徽争做长三角“赋能者”

在安徽创新馆一个半小时采访时间
里，记者听到次数最多的词汇是“创新”，
而与之相连着的词汇常常是“协同”。

“我们正积极推动构建长三角重要
科技创新成果技术熟化、产业孵化、企业
对接、成果落地机制，常态化举办大院大
所对接活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
会。”耿纪平说，安徽创新馆已先后举办
浙江省玉环市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业创
新大赛、南京工业大学环保项目专场对
接会等活动，营造区域一体化合作发展

和创新创业生态。
生产出中国第一个火车车轮轮毂、第

一套高速线材轧机、第一条热轧大H型钢
生产线⋯⋯一直以来，马钢都是马鞍山这
座“钢城”的骄傲。但由于前几年钢铁市
场供需失衡，马钢集团发展受阻。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成为马钢转型发展的选择。去年9
月，中国宝武与马钢集团顺利重组。

联合重组以来，马钢加速推进专业化
整合、全面融入中国宝武管理体系。6月
30日，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马钢本事中心
正式揭牌，标志着马钢本事中心正式加入
以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的宝武研发体系。

“这是实现集团内部研发资源共享，整体
效益较大化的具体体现，也是马钢融入宝
武科技创新体系的坚实一步。”中国宝武
马钢集团党委工作部部长王东海说。

构筑“创新共同体”，攻克“卡脖子”
技术，必须依靠协同创新，单打独斗很难
实现大突破。为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安徽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以开放胸怀汇聚各方创新力
量，争做长三角协同创新“赋能者”。

本报记者 王建朋

媒体采访团走进合肥滁州马鞍山 ——

协同创新，安徽为长三角加码赋能

互联互通，“一点居中”卡C位

从地图上看长三角，无锡“一点居
中”，两翼联动沪宁发展带和宁杭发展
带，东西沿江交通线与南北连接线纵
横贯通，在此形成十字交叉，妥妥处于

“C 位”。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无锡的“C位追求”猛然觉醒。
去年底，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为指针，无锡在省内率先
出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无锡行动方案》，“东向接轨融入、
北向引领辐射、南向协同联动、西向湖湾
一体”四篇文章拉开城市格局。

“努力把无锡建设成为长三角乃至
全国一流的数字经济示范城市、总部经
济基地城市、枢纽经济中心城市。”今年
4 月 23 日，无锡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
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暨“三大经济”推
进会，市委书记黄钦提出，无锡要以加快
推进“三大经济”为关键抓手，打好长三
角一体化主动仗。

谋定后动，无锡东西南北“四面出
击”——

向东，无锡赴上海举行科技经贸洽
谈会，全方位对接长三角“龙头”，积极参
与上海大都市圈建设。

向南，无锡（杭州）数字经济交流合
作洽谈会在杭州召开。“太湖明珠”与“西
湖明珠”数字共生，无锡的“目光”已不限
于苏南一隅，在长三角甚至更广阔的范
围内寻找“城市合伙人”。

往北，无锡在今年 4 月和南通市签
署了跨江融合发展协议，推动两市互补
互促。作为“江海明珠”，南通拥有出海
口等无锡并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两地互
联互通谋求“双赢”。

强化“一点居中、两带联动、十字交
叉”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布
局。今年以来，苏锡常南部通道、南沿江
高铁、宜长高速公路等区域重点交通基
础设施加紧建设，锡澄 S1 线、宜马快速
通道、江阴第二通道开工，苏锡常快线已
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特别是宜长、常宜
高速公路今明两年竣工通车，将拉近宜
兴与长兴、湖州、杭州等城市的时空距
离，为长三角构筑第二条宁杭快速通
道。盐泰锡常宜铁路串联起苏中、苏南
和浙北，和沪宁城际铁路交汇于无锡，将
让无锡协同南北发展更具张力。

“无形枢纽”建设更令人眼前一亮。
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无锡将围绕国家传
感网创新示范区定位，加快推进 5G、
IPv6 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
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重要节点城市，在
打造“数字长三角”中走在前列。

强链补链，产业互联提能级

深居苏南、临近上海，历史上无锡积
极引进“星期六工程师”，成为乡镇工业
的发源地。如今，无锡乘着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东风，和周边城市唱响产业互
联、创新合作的大戏。华虹无锡集成电
路研发和制造基地，就是锡沪联手实施
战略性产业布局的旗杆项目。

2017 年 8 月，华虹无锡基地签约落
定，100 亿美元的总投资额刷新了无锡
产业项目单体投资规模的历史之最。

华虹“花落”无锡，是机遇，更是必然。
因为无锡足够“迫切”！
——迫切需要延展集成电路产业链

条，提升无锡先进制造业竞争力；迫切需
要重大项目引领，推动无锡产业强市战
略实现跃迁；迫切需要融入长三角，在产
业协同中提升城市能级。

更因为无锡秀出了足够“实力”！
——无锡物联网营业收入接近江苏

二分之一、全国四分之一，是继上海之后
中国第二个集成电路产值千亿级城市；
拥有全省最多的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应用
项目和省示范智能车间，去年入围中国
制造业企业 500 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的企业数量全省最多，产业优势
独特而鲜明。在接轨上海、配套上海方
面，两地也已经有许多重大制造业项目
合作的成功范例。

对于无锡而言，承接这个来自上海
的“巨无霸”项目，提升当地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和水平的作用自不必说，更重要
的是，它实践了一种加速融入长三角的

“新跑法”——以产业协同带动一体化，
以一体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华虹无锡基地 12 英寸生产线
建成投片，无锡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集
成电路高端生产线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加上之前产业强市战略引领下的持续积
累，无锡在物联网、集成电路、“两机”等
优势产业领域已形成突进之势，具备了
在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体系中抢占“C
位”的实力。

“在长三角一体化加快迈入更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无锡精准发力数
字经济、总部经济、枢纽经济，着力构
筑特色鲜明、自主可控、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强劲增长极，将带动无锡的产业
强市水平跃升至一个新能级。”无锡市
工信局局长陈文斌介绍，深度融入长
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无锡将坚
定实施产业强市主导战略，以智能制
造为主攻方向，加快“造链、补链、强
链、延链”，加快培育 5 个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产业集群、5 个国内领先的产业
集群、5 个高成长性的产业集群，努力
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核心区。

拥湖发展，无锡深融长三角

最近三个月，一支由无锡市市长杜
小刚率领的代表团，马不停蹄行走于长
三角，为无锡寻觅“创业合伙人”。

6月18日，2020无锡（上海）科技合
作洽谈会在黄浦江畔举行。较之洽谈会
现场签约的百亿元产业项目，更吸引人
眼球的是，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
理中心、无锡市科技局签署的《关于共建
共享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战略合作

协议》。一纸协议，全面开启锡沪科技创
新共同体建设。

8月20日，2020无锡（杭州）数字经
济交流合作洽谈会来到钱江之畔。“互联
网之都”与“物联网之城”牵手，一批数字
产业项目签约，演绎了数字经济“双城
记”的一段佳话。

深入对接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无锡
参与签署了《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
作备忘录》，加快融入长三角产业链创新
链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格局，在经营好城
市间产业链创新链互动“小循环”的同
时，打造长三角一体化“中循环”引擎，争
做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竞速长三角一体化，太湖湾科技创
新带是“中心里的中心”。

因为区位特点，无锡把太湖与城市
融为一体。据统计，太湖湾地区拥有无
锡全市 90%的省部级科研院所、90%以
上的生态旅游资源、70%的高层次人才、
60%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和 34.3%的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建设科创带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

“当前无锡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无锡市委书记黄钦表示，要站
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太湖湾科创带
建设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的“头
号工程”，引领无锡、环太湖地区乃至长
三角的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以科创之名，无锡再下先手棋，欲重
新定义太湖。围绕太湖湾科创带建设，
无锡将实施“创新企业倍增计划”“重大
基础设施领航计划”“太湖之光科技攻关
计划”等“三大计划”，布局建设太湖国家
实验室、物联网创新促进中心、江苏集成
电路应用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每
年投入不少于 1 个亿，面向全球征集科
技创新项目，再造一个“科创新无锡”。

太湖湾科创带，是无锡深度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引擎。无锡市副市
长高亚光介绍，太湖湾科创带将积极对
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1+N 规划和政策
体系，协同联动沪苏浙皖“环太湖”城市
群，以四大圈层联动，推动构建由内到
外、从弱联系到强链接的创新经济生态
圈，为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流动长三角，活力太湖湾，且看无锡。
本报记者 马 薇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中重新审视城市

无锡：从“一点居中”到“产业互联”

杨海芬摄杨海芬摄

太湖湾科创带规划图。无锡市委宣传部供图

9月4日，被称为无锡“头号工程”的太湖

湾科创带横空出世——《无锡太湖湾科技创

新带发展规划（2020-2025年）》发布。

太湖湾科创带上，108公里的太湖岸线

贯穿新吴区、无锡经开区、滨湖区、宜兴市等

无锡主要板块，更牵动着沪苏浙皖经济发展

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环太

湖城市群。这既是无锡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抉择，也是无锡深度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

战略的扛鼎之作：东向接轨融入、北向引领辐

射、南向协同联动、西向湖湾一体。

一体化里显担当、高质量中谋发展。在

长三角一体化中重新审视自身、校准定位,

“太湖明珠”无锡正利用地处江浙沪腹地的区

位优势和实体经济强的产业优势，努力建设

“长三角先进制造核心区、技术创新先导区、

绿色生态标杆区、综合交通枢纽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