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市发改委消息，我市聚
焦“三重一创”，不断优化调整战略性
新兴企业（目前为 98家），评估 6个市
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坚持评选市级
重大新兴产业工程和市级重大新兴产
业专项，形成了“县（区）—市—省”及
“专项—工程—基地”双梯次推进的良
好格局。

在创建创新型城市过程中， 我市
坚持统筹抓好基地、工程和专项建设，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激活转型发展新动能。

淮北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基地
是我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
展基地。 2018年，基地企业总数达 42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销售收
入 10亿元以上 3家， 新增规上企业 6
家， 全年实现产值 97.77亿元、 税收
3.48亿元， 分别增长 20.39%、23.84%。
此外， 基地获批国家火炬铝基新材料
特色产业基地， 基地内的安徽省铝制
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顺利通过专家组
验收， 新增聂祚仁院士工作站和徐滨
士特种金属增材制造院士工作站，新
增专利 59项，基地发展势头强劲。

与此同时，我市省重大工程高速集
聚发展。烈山区新型元器件重大新兴产
业工程是我省推进“三重一创”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确定的第三批省重大新兴
产业工程之一，已经形成较好的发展态
势。集聚企业 15家，其中核心承担企业
5家，龙头企业金龙机电建立了产品性
能测试实验室，甲艾马达新增为规上企
业并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库，全鸿
精研建设完成， 州纪电子即将开工建
设。 2018年产业工程实现产值 23 亿
元，税收超 5000万元，拥有工程技术和
研发人员 60多人，各项专利 160余项。
2019年， 预计还将纳入重大工程相关
企业 6家， 安排续建及新开工项目 8
个，力争实现产值 30亿元。

我市相邦陶铝新材料、 科宝生物
精深加工生物医药中间体两个省重大
新兴产业专项建设也在加快。 两个专
项 2018年共完成投资 1.39亿元，实现
产值 0.82亿元、税收 610万元。

相邦陶铝新材料方面， 我市重点
围绕陶铝专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项
目，加快形成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陶
铝产业相关项目 12个。 2019年，我市
将投资 17.1亿元， 在此基础上争取实
现重大专项向重大工程的升级， 同时
继续推进陶铝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
力争将陶铝新材料项目纳入合肥国家
科学中心政策资金支持。

科宝生物医药中间体方面， 我市
在生物法制备熊去氧胆酸实现了重大
技术突破， 获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0 件，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1件， 授权 3件实用新
型专利，发表论文 1篇。 2019年，将加
快谋划生物医药中间体制备产业化发
展，加快建设中试生产线，积极引进相
关产业项目建设。

统筹抓好基地、工程和专项建设

我市聚焦“三重一创”激活转型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开发园区是招商引资主
阵地，其承载力的强弱决定着招商引
资成败。 2019年，我市进一步深化改
革， 不断完善开发园区体制机制，力
争把开发区打造成为高质量招商平
台。

为了增强园区承载能力，我市加
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推进供电配
网、标准化厂房、公共管廊、公共食
堂、蓝领公寓、科技孵化器、公交站点
等生产性和生活性配套设施建设，进
一步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和综合服务
功能，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先向各级

开发区集聚。
与此同时，各园区开发区加快“腾

笼换鸟”，建立清退预警机制，对未能
达到约定条件的企业及时采取相应举
措， 倒逼企业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嫁
接改造、做大做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
“僵尸企业”处置实施办法，鼓励和支
持企业利用现有土地和厂房开展 “二
次招商”，并给予相应政策支持，确保
闲置资源进一步盘活释放， 推动可持
续发展。

我市还鼓励各开发区敢闯敢
试，坚持推进体制创新 ，在借鉴发
达地区开发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
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财税分配机
制和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实行 “基
地+招商”“管委会+公司制” 运作
模式 ， 提高市场化运营和管理水
平。

加快完善基础设施
坚持推进体制创新

我市积极打造
高质量园区招商平台

本报讯 3月 14日， 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方宗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党组成
员、副主任戎培阜、张香娥参加会议，
党组成员、秘书长徐福信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组织、 统战、宣
传、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及全市“基层党
建重点任务推进月”活动实施方案，宣

读了市人大常委会 2019 年党建工作
要点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基层党建
重点任务推进月”活动任务分解表。部
分常委会班子成员分别同分管委室处
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岗位目
标责任书。

方宗泽指出， 推进党建和党风廉
政建设是贯穿全年的重要政治任务，
全体党员干部要强化党建工作意识，
落实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政治责任，
积极主动作为， 不断提高机关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水平， 为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组织保障和思想动力。

方宗泽强调， 要突出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 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
导，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持续强
化思想理论武装， 进一步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 高站位推动党建和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要突出把落实重点任务作
为抓手， 以培树人大党建品牌为着力
点，持续抓好省委巡视整改工作，积极

推进党的学习教育工作， 深入推进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
扎实开展“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月”
活动， 高质量推进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 要突出把实现常态长效作为
重点，坚持责任导向、问题导向、服务
导向， 高标准推动党建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及机关党员、
干部， 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纪检监察
组组长等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我们的现代化生产装置已经建
设完成， 目前工人们正在对设备进行
检查调试，为下一步试生产做准备。 ”3

月 12日上午，记者来到淮北煤化工基
地卓润己二酸与己内酯项目建设现场
时， 该项目负责人黄德洋信心满满地
对记者说。

卓润己二酸与己内酯项目全称为
10万吨/年环己酮仿生催化氧化联产
己二酸与己内酯项目， 由安徽卓润新
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占地
150亩，总投资 7.5亿元。

在黄德洋带领下，记者参观了整个
厂区。占地百余亩的项目建设现场干净
整洁， 现代化的管状大型氧化装置、罐

区、 制氧站等生产设备以及化验室、控
制室等已经拔地而起，一个现代化厂区
雏形已现。

据了解， 卓润己二酸与己内酯项
目采用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酶催
化氧化技术，具有绿色环保、高效、安
全、低温、低成本的特点。 该工艺应用
打破现有欧美领先的己二酸与己内酯
传统生产工艺，装置建成后，将是世界
上最大的己内酯生产单体装置， 年生
产己二酸 9万吨， 己内酯 2.5万吨，混
合脂肪酸 2万吨。

黄德洋告诉记者， 该项目于 2018
年 2月完成设计方案， 同年 6月开工
建设。 在煤化工基地管委会的关心支
持下，施工方自我加压，细化落实工作
责任、时间节点、推进措施等环节，加
班加点，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全力
推进工程建设。目前，该项目建设任务
已基本完成， 安全环保等相关验收手
续正在办理中。

采访中，记者得知，该项目的建成，
具有两个独特优势。 一是技术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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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长链条增效益 凝心聚力促转型
———卓润己二酸与己内酯项目建设见闻

本报讯 河水水质怎样才算达
标？ 每天产生的垃圾、污水去哪儿了？
近日，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名
单，市排水公司丁楼污水处理工程（一
期）成功入选，市民可前去寻找答案。
据悉， 这也是我市首家面向公众开放
的环保设施单位。

丁楼污水处理工程（一期）日处理
8万吨城市污水，占地 135亩，处理工
艺采用卡鲁赛尔 2000型二级生化处
理，出水水质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标准。
今后， 市民可以通过公布的设施单位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预约参观。

推动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不仅是深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要求，也是构建和完
善环境治理体系的务实举措。 参观者
通过亲身体验，可以实地了解环保工
作，增强对环境治理工作的认识和了
解，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增进对环保
工作的信任度。 同时，参观活动能够
有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监
督权，并促进参观者以实际行动参与
其中， 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参与者、
贡献者。

市排水公司负责人表示， 将根据
生产运行情况， 合理安排公众开放时
间，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使公众理解、支持、参与环保，激发
公众环境责任意识， 推动形成崇尚生
态文明、共建中国碳谷·绿金淮北的良
好风尚。

主动敞开大门 邀您与环保同行

我市首家环保设施单位
面向公众开放

3月8日，杜集区人武部工

作人员在开渠中学向高中生宣

传征兵政策。

当日，杜集区人武部在辖区

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工作

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册、口头讲解等方式，向辖区

学校适龄青年解读《兵役法》和

宣讲最新的征兵政策，号召有志

青年积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郭林

开展征兵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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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4日晚， 由市政府
主办， 市市场局、 市消保委承办的
2019年淮北市 3·15晚会在淮北矿业
会议中心举行。

市领导李明、宰学明、戎培阜、胡
亮、钱丹婴，市消保委主任杨彦颖等出
席晚会，并为全市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全市诚信企业、 市级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代表颁奖。市政协秘书长陈新华，市
消保委成员单位等社会各界代表到场
观看演出。

晚会以 “拥抱新时代、 改革再出
发”为主题，播放了 2018年消费维权
成果视频短片，曝光了典型打假案例，
发布了消费预警， 还穿插安排了精彩
的文艺表演。

2018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市消保委及成员单位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 紧紧围绕中国碳谷·绿金淮北
战略和“一二三四五”总体发展思路，
在加强消费引导、 履行监督责任、推
进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
进展，为促进消费环境改善、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
应有贡献。

2019年，市消保委各部门将创新
载体，注重实效，进一步完善消费纠
纷调解机制， 提升消费维权效能，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全面打造公平法治
便捷透明的市场环境， 引导品质消
费，共创美好生活，为建设中国碳谷·
绿金淮北、加快实现转型崛起贡献力
量。

拥抱新时代 改革再出发

我市举行
2019年 3·15 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