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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一个产业要创
新，一座城市更需如此。

制定创新型城市总体建设
方案、逐步建立覆盖企业全生
命周期的投资基金体系、紧抓
重点新兴产业工程和重大科技
攻关、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平台
和载体建设……

自我市启动创新型城市建
设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统筹谋划，召开了创建创新
型城市暨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建
设绿金科创大走廊动员会，成
立了创建创新型城市工作领导
小组，不断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
创新型城市建设各项工作。

建设创新型城市，首需编
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为此，
市科技局、市发改委组织编制
了《淮北市建设省级创新型城
市方案 （2018-2020年》（送审
稿），于 2018年 12月经省科技
厅组织专家评审。 针对专家组
提出的意见建议，委托省科技
情报所科技创新战略发展研究
中心进行修订。 《方案》明确了
我市创建省级创新型城市的建
设定位、建设思路和建设目标，
提出了重点建设任务和保障措
施。 今年 4月 15日，省科技厅
正式函复市政府，批准了我市
创建省级创新型城市方案。 依
据《淮北市建设省级创新型城
市方案（2018-2020 年》，编制
了《淮北市建设省级创新型城
市工作推进方案》，把创新型城
市建设重点任务逐年分解到部
门、县区、开发园区和重点企
业， 全面实施创新主体培育工
程、创新载体建设工程、创新模
式开放工程、创新人才集聚工
程、创新产业升级工程、创新投
入增长工程、创新服务加强工
程、创新民生支持工程、创新环
境优化工程、创新体系治理工
程，确保 2020年底完成创新型
城市建设主要目标。

创新型城市建设在于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那就需要完
善的政策体系作为保障。为此，
我市启动了《推进创新型城市
建设若干政策》修订工作，从引
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支持科技人才团
队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产业化、培育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支持科技企业孵化服务
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
系。 政策修订过程中充分征求
了企业、部门、县区、开发园区
意见，目前已形成政策修订稿。
积极落实创新政策，今年以来，
已落实企业购置研发仪器设备
购置补助、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高新技术企业保险补助、企业

购买先进技术成果补助、科技
重大专项补助等资金 1711.2
万元。

建设创新型城市不是一
句空话， 需要真金白银的支
持。 目前我市已设立产业扶持
基金 25亿元， 吸引社会和金
融资金设立 2.51 亿元的硅基
新材料基金、20亿元的新材料
基金、1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
3.01 亿元的淮北安元投资基
金、11.9亿元的成长型中小企
业基金等 5只基金，初步建立
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
资基金体系。 基金对我市傲龙

网络、泰普电气、天路航空、相
邦科技、 陶铝新材料研究院、
卓泰化工等 9 家公司提供资
金支持。

同时，我市紧抓重点新兴
产业工程和重大科技攻关。 年
产 5000吨陶铝新材料生产线、
年产 50万只陶铝高性能活塞
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 年产 1.8万吨陶铝
新材料扩产能生产线、 年产
5000 吨陶铝新材料及铝合金
拉杆生产线、年产 1000吨的陶
铝新材料及铝合金特种铸件生
产线、 年产 100吨的陶铝新材

料及铝合金焊丝生产线、 年产
30吨的陶铝制粉生产线、年产
300 万只的陶铝活塞生产线、
年产 50万套的电池托盘及汽
车零部件生产线等正在加紧建
设中， 将极大加快陶铝新材料
市场应用步伐， 进一步优化淮
北市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
并组织实施市级科技重大专
项。对 2018年科技重大专项开
展中期评估， 焦炉气制甲醇关
键工艺研究及产业化、 基于石
墨烯功能性材料的高性能起停
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矿
山机械智能化焊接关键技术研

究及智能化焊接生产线建设等
14个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启
动了 2019 年市级科技重大专
项申报评审工作，初步拟定 15
个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涉及碳
基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科技等企业和高校 15
家， 拟支持财政资金 1480 万
元。

此外， 我市不断加快平台
建设， 推进安徽陶铝新材料研
究院争创省技术创新中心，已
组织编制建设方案上报省科技
厅审查，争取省科技厅支持，作
为全省“四个一”创新主平台的
重要组成部分，省、校、市共建。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
我市与中科院创新孵化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建中科（淮
北）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一
院、N平台、一基金”。 力争通
过 5年建设，引入中科院 5—6
家单位在淮建立项目公司或研
究中心， 推动建成省级各类研
发平台 5家以上， 引入创新创
业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 10个，
培育、 孵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家以上，承担国家和省部级
重大专项 5项以上， 形成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成果 60项以上。
2019年，力争智能制造工业互
联网研究中心、 云计算大数据
中心和物联网传感器研究中心
建成运行。

在更高起点奋力前行
———我市不断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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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航空公司展示的各类无人机。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广博机电员工正在加工产品。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编制“十四五”电网规划
服务我市经济发展

濉溪县被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小组
通报表彰

我市开展
上半年农村财政管理工作督查

我市召开第二季度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联席会议

市陶铝新材料工程师正在专业测量。■摄影 记者 陈文骁

触发动态预警笔数呈下降趋势

我市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有成效

本报讯 据市财政局统计
数据， 除二月份因为春节放
假，受理笔数、触发动态预警
笔数较少，上半年其他各月触
发动态预警笔数均在 3500 笔
左右，从三月份开始，触发动
态预警笔数占国库集中支付
受理笔数比例呈下降趋势。

今年以来，我市继续深入

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大力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
系统建设，细化动态监控预警
规则，将全市纳入集中支付的
331家预算单位的预算管理资
金、专户管理资金、转移支付
资金等全部纳入动态监控范
围，实现每一笔财政资金支付
信息从指标、计划、直接支付、
授权支付进行全过程监控。
上半年， 共计触发动态监

控规则 19550笔、33151万元。
其中， 一般计划触发 2688笔，
占总预警数 13.75%；直接支付
触发 3044 笔 ， 占总预警数
15.57%； 授权支付触发 13818
笔，占总预警数 70.68%。 从预
警情况看， 确认违规 2874笔，
占预警总数 14.7%。

从动态监控情况来看，触
发动态预警笔数占国库集中
支付受理笔数比例不仅总体

呈波动下降趋势，与去年同期
比也呈下降趋势。 2019年上半
年触发动态监控规则 19550
笔，比去年同期触发动态监控
规则减少 9814 笔， 同比下降
33.42%。
据了解， 大部分违规是用

款单位用途填报不规范造成。
确认违规的 2874笔预警中，规
则 “资金用途填报不规范”违
规 878笔，占确认违规总笔数

30.55%， 仍为主要确认违规预
警条目。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动
态监控系统不够智能；另一方
面是预算单位在填写资金用
途时不具体、不规范。

对预警中反映的单位预
算执行中的问题，我市将加以
总结归纳，进一步规范向单位
内个人转款行为， 进一步科
学、细化预算编制，正确使用
经济分类科目。

本报讯 日前， 市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办公室召开了 2019年度第
二季度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办公室
联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 《安徽省
2019 年度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
案》， 部署了我市 2019年度落后产
能主要工作任务。

据悉，2019年全市淘汰落后产
能重点工作任务是继续以钢铁、煤
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
为重点， 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
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
施，促使一批能耗、环保、安全、质
量、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
产品或淘汰类产能依法依规关停
退出，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会议要求， 各职能部门要进一
步严格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国
家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小组有关部署
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推进。
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 以钢铁、煤
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
为重点，建立市场化、法治化淘汰落
后产能长效机制。 加快从主要依靠
行政手段向依法依规推进转变，通
过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加强协调、落实责任。各
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协调作
用，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做好统筹
部署，抓好督导考核，加快构建多标
准、多部门、多渠道协同推进工作格
局。要迅速行动，重点推进。按照国
家有关要求，落实举报查处机制，按
照“三个第一时间”原则，确保核查
处置全覆盖、无死角。

本报讯 7月 2日至 5日，我市
开展上半年农村财政管理工作督
查。 督查组采取听汇报、查阅资料、
深入镇村实地察看和走访的方式，
督促、 检查上半年农村财政管理工
作。

从督查情况看，县（区）、镇财
政都能认真贯彻落实淮北市财政
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建
设的实施意见》，充分认识进一步
加强乡镇财政建设的重要性，进
一步提高乡镇财政管理水平，优
化乡镇财政职能， 加强预算资金
的管理执行，提高资金监管绩效，

全面落实惠农补贴政策， 加强乡
镇国有资产管理， 加强对村级财
务的指导， 助力脱贫攻坚和服务
乡村振兴。

督查组对全面加强农村财政管
理工作提出要求。各县（区）、乡镇财
政部门要认真研究学习农村财政管
理政策，做到业务精、情况明，将农
村财政管理政策内化于心、 外化于
行。 要加强惠农补贴发放的数据分
析，积极推动系统升级。要积极完善
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系统， 让每一笔
资金的每一流转环节都显露在监管
系统中。要提高乡镇财政保障质量，
创新财政资金监管方式， 防范化解
乡镇财政风险。

本报讯 日前，省发展民营经济
领导小组发布文件， 根据 2018年度
全省发展民营经济考核结果， 对 36
个县（市、区）进行通报表彰。 濉溪县
是我市唯一被通报表彰的县（区）。

2018年，濉溪县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保持定力，真抓实干，
民营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位列二类
县（市、区）第 12 位，比上年提升 5
个位次。 下一步，濉溪县将以此次
通报表彰作为发展民营经济的动
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全
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全力帮助民营企业解
决发展中的困难，持续激发民营经

济创新源泉和创造活力，促进全县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按照省发展民营经济
领导小组文件精神，本次考核结果
从四个方面在 36个县（市、区）有效
运用。 一是将考核结果纳入省委年
度综合考核和省政府目标管理绩效
考核； 二是分别给予 200亩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计划奖励；三是在
金融安全考核中予以加分激励；四
是给予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政
策倾斜，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优
先发放再贷款资金，优先办理再贴
现业务，支持辖区内法人金融机构
发行金融债，扩大长期资金来源，提
升稳健经营和信贷投放能力，鼓励
和支持辖区内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改
革创新试点。

本报讯 近日，淮北电网“十四
五”电网规划初审会议召开，讨论
了系统接入方案等问题。

据了解，淮北电网“十四五”电
网规划编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淮
北地区电力市场需求及电源建设
方案，统筹规划站点布局，完善淮
北电网 220千伏系统网架，解决局
部线路过载及老旧线路隐患等问
题，更好地服务淮北经济发展提供
能源保障。 从系统结构上提高淮北
电网整体供电可靠性； 逐步消除
110千伏“T接”线路，合理考虑 110
千伏变电站布点，充分考虑濉溪县
经济开发区、龙湖工业园、淮北经
济开发区、高铁新区、经济开发新
区、碳谷产业新城、凤凰山工业园、
东部新城、临涣新型煤化工合成材
料基地负荷增长需要；彻底解决 35

千伏变电站及煤矿用户双电源问
题， 为 10千伏配网规划提供指导
依据。

“十三五”末到“十四五”期间，
淮北电网拟新增藕池变、 凌云变、
杜庄变、庙台变、段园变等 5座 220
千伏变电站，新增 220千伏变电容
量 1380 兆伏安；规划新、扩建 110
千伏变电站共 10座， 新增主变共
18台，新增变电容量 90万千伏安。

据悉，该公司深入贯彻落实省
公司精准投资的工作理念，准确把
握全市产业布局特点和经济发展
目标，重点关注工业园区等优质负
荷增长点，提前布点、超前布局，紧
跟政府步伐，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际需要同步建设与发展电
网。同时，做好 220千伏和 110千伏
电网规划与上级输电网、下级配电
网规划的有效衔接、 同步考虑 10
千伏配套线路规划，确保整体电网
规划连续性、时效性。

临涣焦化公司正在组织装运优质焦炭。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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