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 指导思想一旦与
发展沃土紧密结合 ， 便会迸发出无限生机与活
力， 让每一粒饱满的种子拥有向上的力量。

日历翻回到 2020 年 8 月 18 日至 21 日， 习近
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要深刻把握发展
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 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
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推动制造
业加速向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 提高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

在学习中思考， 在思考中践行， 在践行中感
悟……在这样循环往复、 螺旋式上升的学思践悟
中， 淮南以 “有解思维” 解码破题、 靶向攻坚，
持续推进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

时光的列车， 停驻在又一个 8 月的站台。
时隔两年， 我们了然可见， 岁月的剪影， 因

为高瞻远瞩的蓝图擘画， 因为淮南人民的勤耕不
辍，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幅幅生动的图景。

那么， 用 “有解思维” 推动的 “万事有解”，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解法？

“破” 与 “立” 的先手布局
从一座山峰攀向另一座更高的山峰， 首先要

穿越一个非理想状态的 “峡谷”。 这是新锐经济
学家凯文·凯利 《新经济新规则》 一书中的观点。
他的这个比喻， 很契合这两年淮南的产业转型发
展。

先看 “非理想状态”： 淮南谋求可持续发展
的近 10 年 ,一直想招儿、 一直努力着， 有挫折有
经验 、 有变化有成绩 。 但仍面临着 “富足的矛
盾”， 煤电产业增加值占淮南工业经济总量长期
在 70%左右， “煤电独大” 是城市产业转型发展
中的 “困” 与 “涩”。

再看 “更高的山峰”： 淮南市 “十四五” 规划
纲要提出打造 “全国重要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
战略定位 。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 ， 淮南被赋予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城市” 的定位。

那么， 淮南将如何穿越 “峡谷”， 进行新的
攀登呢？ 要驶入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 ,淮南必须
依托但不依赖资源， 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发展中存
在的 “经济受煤电市场影响较大” 等突出问题；
从思想上彻底摆脱 “路径依赖”； 在 “贯彻新发
展理念中寻找新机遇、 拓展新平台”。

清晰的认识催生高度的自觉———
于是乎 ,经历过 6 次 “解放思想” 大讨论 ,我

市于 2021 年 5 月再次开展 “高质量发展 ,我们怎
么干 ” 大讨论 ， 以 “六比六看 ” “五破五立 ”
“争创四个一流” 等内容， 凝聚破除思想桎梏的
力量， 提振全面转型发展的干劲。

去年 9 月，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会议以
强烈的危机意识、 求变意愿和进取意志， 发出了
新时代老工业城市 “重振雄风” 的动员令。 在这
次会议上， 市委提出： 扎实推进产业转型、 城市
更新、 乡村振兴、 生态修复、 社会治理 “五大攻
坚行动”， 并对此进行了具体部署。

以思维 “破冰” 带来行动 “突围”， 站在一
个更高的战略维度上， 我市以 “有解思维” 扛历
史之责、 答时代之问： 坚决破除资源依赖思维定
势， 牢牢把握转型发展的主题不动摇， 把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作为重要支撑， 把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作为主攻方向， 全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攻坚战， 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有解思维 ， 道出了底线如何守 ， 新路怎么
走。 即： 淮南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进程中， 将把
“好钢” 更精准地用在调结构、 转方式、 提质量、
增效益、 可持续的 “刀刃” 上， 摆脱过度依赖、
形成多元支撑， 打造淮南未来的顶梁柱、 硬实力
和话语权。

大局上谋势， 关键处落子。 淮南转型发展进
入新征程、 新境界。

“优” 与 “扩” 的双向奔赴
5 天前召开的淮南建设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

地座谈会上， 现场集中签约了 10 个项目， 总投
资 330 亿元。

8 个月前召开的淮南首届转型发展大会上 ，
与长三角区域、 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 集中签
约 62 个项目， 投资总额 536.07 亿元， 涉及新一
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 生命健康、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绿色食品、 文旅等产业。

一份份落满字章的合同纸背， 是彼此的认可
与共同的梦想。

企业家的 “嗅觉” 灵敏， 是什么吸引他们将
诸多的筹码放在淮南？ 是什么吸引紧贴市场而行
的新科技、 新技术远道而来？

在这两次大会上， 市委书记任泽锋都指出：
淮南， 资源得天独厚、 基础十分稳固、 优势日益
凸显， 是新一轮转型发展中诸多企业投资合作的
理想之地。

企业家的选择， 代表着市场的选择， 也从一个
侧面印证了这两年来， 淮南扎实推进产业转型， 强
化 “有解思维”， 创新绿色动能转换优存量， 着眼
未来高新引领扩增量，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加
快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加快夯实战略支撑能力，
奋力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 “加速度”。

在一个贫困的海洋里， 不可能建成富裕的孤
岛。 系统思维是一种整体观， 是全局谋划、 统筹安
排、 资源配置、 高效协同。 “优扩” 并举， 正是系
统思维导引下的战略选择。

对于淮南而言，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是该不该
做的 “选择题”， 而是必须快做、 做好的 “必答
题”。 沿着这个方向， 我市加快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迈进， 推动传统产业提 “高度”、
增 “厚度”、 拉 “长度”。

7 月 11 日，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潘集电厂一期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 2 号发电机定子
吊装顺利完成， 拉开了潘集电厂 2 号机组发电机本
体安装施工高峰的序幕。 潘集电厂项目是安徽省第
二批 “煤电联营” 重点推进项目， 建成投产后， 淮
河能源控股集团电力权益规模将达到 1673 万千瓦。

如果说， 煤电联营实现了 “强筋健骨”， 煤气
联动则是实现了 “扬煤吐气”。

当供气阀门缓缓打开， 优质天然气便从六安市
金安区的六安输气站出发， 通过淮河能源集团投资
建设的省级天然气长输管线金安—叶集—金寨联络
线， 一路输往 92．8km外的金寨县的金寨输气站， 让
革命老区金寨县畅享管道天然气带来的民生福利。

去年 12 月 20 日， 由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投资建
设的芜湖长江 LNG 船舶加注站完成了 “新长江
26007” LNG 动力船加注作业， 标志着全国内河首

座岸基式 LNG 加注站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气化长
江” 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黑色煤炭到白色颗粒， 走进总投资 267 亿元
的中安煤化一体化项目现场， 记者惊叹于淮河岸边
“煤制聚丙烯” “煤制聚乙烯” 的诞生， 这些白色
颗粒被广泛运用于家电、 汽车、 电缆等众多领域。

2020 年 7 月， 中安煤化一体化项目进入商业
运营， 2021 年全年营业收入约 64 亿元， 标志着淮
南新型煤化工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煤电联营、 煤气联动、 煤化联产， 我市加快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以煤为基、 多元发展， 全力打造
煤电化气千亿产业链， 为转型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 传统产业的优势厚积， 也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勃发做了最有力的铺垫。

淮南市制订出台 《关于贯彻省委、 省政府 〈关
于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新兴
产业聚集地的意见〉 的实施方案》， 明确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高端装
备制造、 生命健康、 绿色食品六大产业， 加快新兴
产业布局。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淮南高新技术工业
增加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连续 5 年保持两位数
增长。

同时， 抛开枯燥的数据， 从企业的层面观察，
那些肉眼可见的进步和丰硕成果， 也许可以更为直
观地感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近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对淮南万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 “新三板” 挂牌
申请作出批复， 同意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 此举意味着万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淮南市第 4 家 “新三板” 挂牌企业。 截至目前，
淮南市共有上市公司 2 家、 “新三板” 挂牌企业 4
家、 上市 （挂牌） 重点后备企业 10 家， 为转型发
展增添了新动能。 据悉， 万泰电气、 唐兴机械是工
信部第一批重点支持 “小巨人” 企业。

2021年 5月 8日， 安徽省首台本土制造的盾构
机 “凯盛一号” 在凯盛重工有限公司下线， 填补了
我省重大装备制造业在该领域的空白。 凯盛重工有
限公司加快与行业领军企业合作， 创造了半年下线
“凯盛一号” 的 “凯盛速度”， 在煤机领域打造中国
领先、 国际一流的 “大国重器” 的脚步铿锵有力。

去年 6 月， 阿里巴巴云上数字经济产业园在淮
南高新区双创中心成立区域总部， 目前， 已引进
40 余家电子商务类企业入驻云上。 预计 5 年内将
线上引进 5000 家以上电子商务、 互联网、 科技等
经营主体， 年营业额达 10 亿元以上。

“自从去年 11 月份入驻了安康码智慧旅游平
台， 店内线上营业额翻倍增长！” 毛集实验区维旺
商贸有限公司销售部员工李梅兴奋地说。 近年来，
安徽中意征信有限公司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整
合全域旅游、 交通出行、 游客体验、 防疫追溯等模
块于一体， 发展沉浸式体验型文旅消费,在淮南焦
岗湖、 八公山旅游等项目上得到广泛好评。

园区升级， 平台赋能！ 我市依托淮南经开区、
淮南高新区、 安徽 （淮南） 现代煤化工园区、 寿县
新桥产业园区等产业平台， 打造 “链式经济”， 打
造产业集群。

去年， 陕汽淮南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入选年度安
徽省高新技术企业 100 强。 从淮南东华特装公司定
制 LNG 气瓶， 从安徽德力克公司采购汽车底盘铸

件， 从淮南通霸公司采购蓄电池……2020 年， 陕
汽零部件企业配套总额达 6000 万元。 以陕汽为龙
头， 淮南经开区和市产发集团投入 20 多亿元， 建
设了绿色智造产业园、 清洁能源零部件产业园， 引
进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集聚于此。

据统计， 2021 年， 我市 251 家战新企业完成
产值 378.2 亿元， 增长 21.8%， 超出年度目标 6.8 个
百分点， 占全市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25.9%。

推深做实 “优” 和 “扩” 两篇文章， 这座老工
业城市， 闯出一条动力更强、 活力更足、 潜力更大
的新赛道。

“政” 与 “企” 的集成深融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时强调， 要坚持把做

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我市坚持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助推实体经济稳进

提质。
去年 4 月， 我市出台了 《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

动方案 2021 版》， 并提炼出 88 条改革提升举措，
包括企业开办、 工程建设项目报建、 获得电力等
20 个方面内容。 新版方案,与此前更多是 “跟随”
与 “补缺” 相比， 这次提出的口号是 “率先”。

去年 7 月， 我市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激发民营
企业创业热情成就企业家创意创新创造推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从健全 “双创” 孵化
机制、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领导联系重点工业企业
等方面推出 27 条措施， 搭平台、 优环境、 强服务，
力求解决民营企业创新创造中的痛点、 阻点。

自去年 9 月开始,淮南创新举办了 8 场 “政重
企事” 圆桌会议， 从打造产业集群、 重点项目并联
审批、 企业诉求办理等领域， 破解企业在经营发展
中的难点堵点痛点， 推进 “双招双引”， 为产业转
型发展铆足后劲。

一切项目都要落在土地上， 没有土地就没有发
展！ 为切实把闲置厂房、 土地、 房产等 “沉睡资
源” 转化为资本资金、 产业项目、 发展动能， 我市
向土地领域突出问题 “亮剑”。 在将淮南毛纺厂、
淮南钢厂征收改建为宏泰钢铁， 淮南汽修总厂形成
净地开发利用后， 相关部门大力推进批而未供、 闲
置土地处置， 积极推行 “标准地” 改革， 做到全年
新增产业用地不低于 20%按照 “标准地” 供地， 切
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审批效率。

36 个部门、 906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统一受
理、 分类审批、 统一出证”； 建立健全贯穿于市场
主体全生命周期信用监管体系， 信用优化营商环境
（政务诚信） 评估全省排名第 2 位……

多项措施， 一个指向———让淮南的营商环境
“经得起比较， 经得起打听”， 为开放招商、 项目落
地、 淮南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从考察到企业落地仅用 13 天， 完成登记注册
仅 1 天， 淮南实行全程代办行政审批， 让安徽贝可
科技有限公司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利快捷。 企业
负责人陈乐告诉记者， 深圳市商业显示产业促进会
在淮南成立分会， 吸引了珠三角近 20 家商业显示
研发制造企业落户， 新型显示产业园正式投用。

殷殷嘱托， 绵绵厚望， 牢记心间， 化为再出发
的力量。

沉心静气， 真抓实干， 淮南， 这座老工业城市
不会 “老”， 因为每天都有人奔向灿烂的青春———
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

以以““有有解解思思维维””，，重重构构产产业业重重塑塑城城市市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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