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特刊

责编 / 花 丽
版式 / 刘 放 周静怡
校对 / 周 宾

2022年 8月 18日 星期四

创新驱动， 锻造高质量发展不竭动力
本报记者 周莹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
强调，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
创新。 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
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优化创新环境、培育科技企业、搭
建创新平台等方面持续发力，深入推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科技创
新事业阔步前行。

加大投入，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以科技驱动高质量发展。
7 月 19 日，2022 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淮南赛，

全市共有 35 家企业报名参赛，参赛队伍规模创历史新高，最终 8 家
企业晋级安徽赛区决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淮南赛积极采用线
上直播、邀请知名媒体报道等方式，充分展示了淮南科技企业的综合
实力和良好形象。

近年来，我市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2021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总额 13.8 亿元， 较上年增长 19.2%，占
GDP 比重为 1.03%，居全省第 13 位。 2022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 15.06
亿元，预计全年研发投入 29.44 亿元，再创新高。

同时， 我市不断强化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2019 年在全省率先
制定颁布《淮南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2022 年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印
发《淮南市“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结合各种科技创新赛事活动，积
极推介淮南好的企业和项目，全方位扩大淮南科技创新影响力。

加大引导，持续培育帮扶科技企业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为科技企业

插上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我市采取“市—县区—中介服务机构—企
业”联动的办法，探索“初创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培
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发展模式，详细制定 2022 至 2024 年三
年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已入库企业 400 余家。我市高新技术企业数
从 2019 年的 116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199 家，2022 年第一批高企申
报共推荐 98 家至省认定办，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我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 157 家。

在做好科技企业培育的同时，我市积极开展企业帮扶工作，2022
年深入开展“全市科技干部全员深入企业大调研”活动，共调研走访
座谈企业 233 家，摸排企业技术难题需求 72 条、科技创新工作难点
287 条，提出对策建议 119 项，实际解决问题 26 项。 同时，高质量完
成 2021 年度科技创新政策兑现资金 2094 万元兑现工作, 涉及全市
142 家科技型企业，让企业充分享受科技政策红利。

加强扶持,积极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2020 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宇航光纤互联技术

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2022 年批准组建“药用辅料”等 5 家
淮南市技术创新中心。

近年来， 全市坚持把加强科技平台建设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培
育建设了一批国家、省级创新创业平台，初步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目前拥有 6 家国家级研发
平台，其中 2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7 家、省
重点实验室 5 家；拥有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6 家，市级技术创新中
心 5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 家、市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4 家，省级众创空间 8 家、市级众创空间 9 家。

淮南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完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为
国家级专业型孵化器，实现淮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零的突破。同

时， 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创业孵化中心被认定为市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备案安徽理工大学未来创客众创空间为市级众创空间。各种创新
平台的建设，在淮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研发人员培养、企业技术攻
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力攻关，坚决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

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2020 年以来，我市共获得省重大专项立项 82 项、省重点研发立
项 72 项，2020 年入选科技部重点专项 1 项，获国家、省财政资金支
持 100 万元，2022 年启动科技特派员“四新”成果转化科技计划和市
级农业物质装备（种子）科技“卡脖子”技术难题“揭榜挂帅”项目，积
极组织 2023 年省科技厅项目申报，摸排县区（园区）高新技术、社会
发展、农业、双碳类项目 50 余项。

通过省级重大专项、省重点研发、“解绑挂帅”等科技计划项目的
开展，淮南企业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如国药股份所属国瑞
药业（淮南）研发的 2.4 类改良型新“无水乙醇注射液”及二类精神药
品”盐酸纳布啡注射液”获批上市，由中煤新集公司、平安煤矿瓦斯治
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等共同参与研发
的“深部强突煤层开采瓦斯综合治理成套技术研究”项目，经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构建平台,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构建创新成果产业化平

台，把创新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产业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科
技成果转化模式，主动为市场主体与科研主体牵线搭桥，深入推动产
学研合作，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2022 年，我市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加强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研究、 成果转化协调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对
接。 建立完善淮南市企业技术难题、平台、项目、人才等台账，逐步摸
清全市企业底数，已促成校企对接信息 32 条。 推动安徽理工大学大
学科技园创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扶持科技园区企业发展壮大，推动
安徽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在淮转化产业化。

连续两届高质量参加中国（安徽）科交会，第一届征集成果发布类
40 项、展示类 18 项、项目签约 11 项，有 23 项科技成果入选省发布名
录；第二届征集签约项目金额超过 47 亿元、成果展示项目 40 余项。 积
极与南京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对接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事项，制定《淮
南新兴产业种子基金合作方案》。 组织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
教授专家暑期淮南企业行，走访企业 10 余家，推动大学与企业在产品
创新研发、生产技术改造升级、科研攻关、共建平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
达成合作意向。 凝练企业技术需求 50 项，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
成果专题对接活动，5 家企业与中国科大 7 项成果达成对接意向。

勇于创新,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机者如神，难遇易失。”面对困难和挑战，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

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我市敢于创新、勇于改革，把主动创新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

作为资源型城市，我市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依托全市科技企
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产业转型升级初见成效。 淮南高新区作为全省唯
一的省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基地，拥有华东最大的数据中心———中
国移动(安徽)数据中心；正积极依托贝可科技、灰熊视创、探未光电等
终端显示制造项目，打造除深圳外最大的智能显示行业集聚区。 煤化
工高盐废水零排放、SE-东方炉大规模工业化应用等先进国产技术在
中安联合成功应用，树立了行业标杆。 凤台国家农业科技园内的州来
绿港智慧农业产业园项目，是目前单个项目采用高科技正压通风系统
亚洲投产的面积最大的智能玻璃温室项目，正在积极打造长三角智慧
农谷蔬菜区域发展中心，一批新兴产业正在聚集成长。

激浊扬清正气充盈 从严治党永不停歇
本报记者 何婷婷

2020 年 8 月 18 日至 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践行党的宗旨，树牢群众观点，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
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要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体制机制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一线、 向群众身边延
伸，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

近年来，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学思践悟、铸魂补钙，进一步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和定力，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旗帜鲜明从严管党治党、正风肃纪反
腐，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补足精神之“钙”，蓄足发展动能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思想的纯度，影响认识的高度，决定执行的

力度。
扭住理想信念教育“生命线”，加强思想理论武装不放松。 2021

年 3 月 2 日，安徽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召开后，我市紧跟中
央的部署和省委安排，及时召开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议，印
发实施意见、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节点、重点任务和工作责任，高标
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学。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各
级党组织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砥砺初心使命的“磨刀石”、提升政治
能力的“大课堂”、激发干部队伍奋斗热情的“动力源”；全市各级党员
干部群众学深悟透、笃思力行，思想在升华，共识在增进，力量在凝
聚。

结合发展实际，我市创新开展了“高质量发展，我们怎么干”大讨
论活动，着力解决思想观念陈旧、精神状态不佳等现实问题，力求以
思想的大解放推动发展的高质量。 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全体党
员干部紧紧围绕“五破五立”“六比六看”“争创四个一流”，解放思想，
把握时势，深刻剖析问题，梳理发展重点，找准影响制约经济社会发
展的阻点痛点难点，迅速掀起大讨论的热潮，全市上下高质量发展意
识不断增强，人心思进、人心思干蔚然成风。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通过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我市既立足当前、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又
着眼长远、完善体制机制，广大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更加牢固，服务群
众更加自觉。

从净城攻坚行动到拓宽生活半径改造菜市场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从守护“米袋子”“菜篮子”助力高质量发展，到冲锋陷阵火焰蓝、
守护百姓保安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
级党组织制定并实施了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达 14000 多件， 广大党
员干部始终把群众冷暖挂在心间， 设身处地、 倾心倾力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瞄准靶向发力，精准正风反腐
查处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金新严重违纪违

法案件；查处凤台县钱庙乡岭头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陈国
轩套取国家粮补资金等问题……一记记反腐铁拳、一项项有力举措，
释放出我市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强烈信号。

———保持高压态势，“三不”一体推进。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严的主基调，坚持重遏制、强高

压、长震慑，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刻不停歇地推进反腐败
斗争。

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市坚持以案促改，强化系统思维，坚持边
办案边总结，对办理的部分典型案件深入剖析、撰写违纪违法案件通
报，总结发案特点和规律，深化警示教育。

2021 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 3771 件，立案 984
件、结案 1007 件；运用“四种形态”教育帮助和处理党员干部 3716 人
次，第一种形态占比 73.5%。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让
各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于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
工作生活。

———磨砺巡察“利剑”，让腐败无处遁形。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守巡察政治定位，锚定“两个维护”根本任

务、“三个聚焦”监督重点、“四个紧盯”监督路径、做好“后半篇文章”
等重点，持续探索创新、提质增效，不断增强巡察利剑震慑力，高质量
推进巡察全覆盖目标实现。

2021 年， 我市探索开展市委巡察机构对县区巡察工作蹲点指
导，在全省率先制定《村、社区巡察工作操作手册》，首家制发《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巡察监督重点清单》，对村（社区）巡察创新推行“12345”
群众工作法，即一必办（为群众办实事），二必盯（村支两委班子特别
是书记、主任），三必访（老党员、困难群众、乡贤能人），四必问（工程
建设项目、村集体资产、惠农利民补贴发放、村务公开及监督），五必
到（所有自然村、民生实事工程、乡村振兴产业、文化中心、在村企
业）。

“走亲戚”、“串门子”、“唠家常”，各蹲点指导组深入基层走访，了
解并推动解决群众烦心揪心操心问题 55 个，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
题解决在家门口，让巡察利剑不仅有“硬度”，更有“温度”，被群众亲
切称为“探亲式”巡察。 蹲点指导组通过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跟进
指导，也促进了各县区政治巡察的定位更加精准。

———精准纠治“四风”，持续惩治“群腐”。
一组数据 ， 见证了我市正风反腐肃纪一刻不停歇的铿锵节

奏 ：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 ，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26 件 ，其中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问题 29 件 ；违规吃喝问题 34 件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14

件。
纠“四风”树新风。我市开展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回头

看”专项整治、党政机关违规经商办企业专项清理、违规租用车辆专
项整治等，从严查处“不吃公款吃老板”“一桌餐”以及“一函多吃”等
“四风”问题新形式新表现，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监督执纪问责，书写为民之“章”
针对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情况， 市纪委监委组织由

“专责+专家”的监督检查队伍，对 2021 年开工新建的房建、水利、交
通行业类 10 项政府投资性工程建设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
梳理出 32 个可能存在的廉洁风险点，督促进一步落实整改。

“什么问题群众反映强烈，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市纪委监委立
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探索“纪委+”联动监督，将纪委专责监督的
权威和主管部门专业监管的精准以及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有机结合，
形成新的监督样态，有力推动了“难办证”专项治理、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等工作的深入开展。

把监督融入日常，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去年市纪委监委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围绕淮南“高质量发展，我们怎么干”大讨论，以作风建
设为抓手，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三个一百”活动，即走访 100 家企
业，督查 100 个小区，暗访 100 家窗口单位，实际走访企业 111 家，督
查小区 153 个， 暗访窗口单位 214 家， 并持续跟踪问效， 反馈问题
608 个， 督促相关责任单位整改落实， 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现在干部的作风真是又严又实，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许多‘难
点’‘堵点’问题。 ”我市一企业法定代表人赞赏地说。

饱蘸执纪之“墨”，书写为民之“章”。 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结合
全省开展的“一改两为”活动，以助企纾困解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
全市开展涉企服务“难点”“堵点”问题整治专项监督，把设立“亲清监
测点”、跟进监督惠企事项办理作为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护航行动的主
要载体，以“亲清”政商关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针对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市纪委监委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把脉问诊的基础上，对窗口单位、涉企科室等开展常态化明察暗访，
进行作风“扫描”，列出问题清单，并对整改任务实时跟进、定期研判、
逐一销号，做到精准有效施治……今年 3 月份以来，紧盯重点岗位、
重要工作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职能部门把问题找准、把根源挖深、把
整改落实，全力打通了涉企服务“难点”“堵点”，直接跟进监督惠企事
项 87 件，已办结 75 件，办结率 90.1%，满意率 100%，为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我市将始终坚持力度不减、 节奏不
变、尺度不松，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持续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
展，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