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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

8月 10日，县委常委、副
县长李延栋赴广东考察企业，
洽谈在濉投资事宜。

相山区

8月 5日-6日， 区委书
记胡启书、副区长林晓海赴合
肥开展招商活动。

8月 7日-11 日，区委副
书记、区长朱龙赴越南、日本

开展招商活动。
8月 8日-9日，副区长林

晓海赴阜南县参加省秸秆综
合利用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现场会，期间考察了
部分企业。

烈山区

8月 6日-10日， 副区长
方旭东赴浙江温州、 合肥等
地，考察对接电子信息、现代
服务业项目。

市高新区、煤化工基地、

杜集区（无）

载体单位领导外出招商活动（8月5日至8月11日)

本报讯 8 月 6 日至 7 日，
濉溪县举办招商引资培训会。

培训会邀请市投资促进中
心有关负责人解读了全市招商
引资总体形势和发展方向，邀请
濉溪县发展改革委、 经信局、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生态环境分

局、住建局、人社局、税务局、产
业基金公司等相关人员分别就
各自领域涉及到的招商引资的
业务知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
解读。
本次培训会主题明确、内容

丰富、针对性强、氛围浓厚，对提
高该县招商人员业务水平、提升
招商引资实效起到了积极作用。

濉溪县举办招商引资培训会

本报讯 8 月 9 日下午，相
山区召开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
调度会。
会上，区投资促进局汇报了

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开展情况，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各招商团团
长汇报了招商工作开展情况。

会议要求，各招商团要科学
研判形式，明确差距和不足。 上
月底，市里通报了全市上半年招
商引资工作情况，相山区形势不
容乐观；同时还存在工作不够深
入、对产业研究不透、招商层次

性不强、 对项目盯得不紧等问
题。 各招商团要增加紧迫感，围
绕主导产业深入钻研，对大项目
要牢牢盯紧。 要选优配齐人员，
强化精准招商，做到了解自身优
势、精准分析企业需求，有针对
性地跟踪对接；长线项目要制定
阶段性目标，保持联系；善于借
力借脑，以商招商，利用协会、平
台招商。 要突出考核督查，确保
项目落地。 各招商团、相山经济
开发区、相山区投资促进局及主
管部门要为企业落地提供“母亲
式”服务，对服务不到位的部门
要追责，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相山区召开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 近日，刘桥镇集中
签约 4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
额达 2.71亿元。 项目签约后，该
镇将全力以赴做好项目落地的
服务工作，扎实推进签约项目早
实施、早落地、早投产、早收益。

本次签约项目有濉溪县京
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总投资

3600万元的城乡固废综合利用
项目、淮北市东昊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总投资 1.5 亿的东昊新
材料项目、濉溪县洁丽欧新型洁
具有限公司总投资 3500万元的
年产 1000 万套胶棉拖把项目、
淮北市迅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投资 5000 万元的年产 3000
吨工矿配件项目。项目建成投产
后， 可年增加税收 300余万元，
带动就业近 200人。

刘桥镇集中签约
四个招商引资项目

本报讯 8 月 9 日上午，无
锡红星茶叶市场批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成标、宁波百姓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良
一行到濉溪县四铺镇实地考察
农业种植项目。
陈成标、徐伟良一行首先来

到四铺镇新庄村花卉基地，听取
新庄村驻村工作队介绍，详细了
解了新庄花卉基地现状及花卉
品种、土壤等情况；随后来到三

铺村火龙果采摘园，听取了相关
负责人关于火龙果种植情况的
介绍，对该采摘园负责人种植的
火龙果给予赞赏。 陈成标、徐伟
良一行还考察了颜道口村葡萄
种植、湖涯村西瓜种植、侯庙村
水蜜桃种植情况，对该镇境内种
植的特色农产品及土壤气候等
综合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实地考察结束后，陈成标、徐

伟良一行与四铺镇政府负责人进
行了座谈交流， 详细洽谈合作事
宜，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华源电气负责人
到朔里镇洽谈投资事宜

无锡宁波等地客商
到四铺镇考察农业种植项目

本报讯 7月 29日，淮北华
源电气负责人一行到杜集区朔
里镇参观考察。

据悉 ， 淮北华源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变压器
配件制造、 销售； 元器件生
产 、销售 ；绝缘材料 、电线电

缆、润滑油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电子设备及配件加工、销
售。
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华源电

气负责人表示，朔里镇产业基础
良好，交通便利，发展空间广阔，
会尽快针对二期项目需求加强
对接。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徐微微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徐峰 实习生 唐修文

■通讯员 程武瑞

■通讯员 王朔彭

近日，市高新区内的安徽京信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加工汽车线束。

京信电子主要经营汽车连接线束的生产加工，是韩国现代汽车和悦达起亚汽车唯一指

定的线束供应商。该企业共有35台全自动切压生产线，27条组立生产线，生产线全部投产，

年产量可达40万台汽车线束。目前，安徽京信电子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预计今年全

年销售额将突破2亿元人民币，进出口额将达到7000万美元。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京信电子产销两旺

开工在建项目进度快 签约在谈项目投资大

上半年市高新区招商引资工作势头良好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高新

区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深入开展“招商引资质量提
升年”活动，扎实推进精准招商、
产业招商，招商引资工作进展顺
利。
上半年，市高新区通过建立

领导包保、专人跟踪服务的项目
推进机制，集中开工项目取得了
新进展。华孚绿尚小镇面料服装
家纺基地项目，总投资 34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 6 亿元， 占地约
290亩。 目前，项目一期 3栋厂
房主体已封顶，计划年内一期主
体施工全部完成。 年产 4GWH
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 总投资
12亿元，占地约 220亩。 目前，

项目 1#—3# 车间钢构主体已
完成安装，办公楼已封顶，计划
年内建成投产。合派电动汽车生
产基地项目， 总投资 6亿元，占
地约 280亩。 目前，项目前期规
划设计工作完成， 土地已经摘
牌。 陶铝新动力活塞项目，总投
资 3亿元，建设年产 300万只活
塞生产线。 目前，基础施工已完
成，正在进行主体施工，计划年
内建成投产。陶铝汽车轻量化项
目，总投资 2.4 亿元，建设年产
50万套汽车零部件生产线。 目
前，基础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
主体施工， 计划年内建成投产。
海聚玖力电子项目，总投资 5亿
元， 建设年产 2000万台智能终
端产品生产线，项目已投产。 荣
盛智能家居项目， 总投资 5 亿

元，占地约 245 亩，建设生产整
体橱柜、卫浴、木门等家居生产
线。 目前，3栋厂房正在进行基
础施工，办公楼正在进行主体施
工， 计划年内厂房主体竣工，办
公楼、宿舍楼封顶。 作科新能源
二期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建设
4条日产 80万只圆柱动力和储
能锂电池生产线。目前，1#3#楼
已封顶， 其余正在进行主体施
工，计划年内建成投产。 思尔德
电机项目， 总投资 1.2亿元，建
设年产 5000台套磁阻电机及智
能控制柜产品生产线，已经试生
产。 华淮纳米陶瓷膜项目，总投
资 1.1亿元，建设年产 100万平
方米纳米陶瓷膜生产线，已经试
生产。

市高新区紧紧围绕主导产

业坚持招大引强， 初步形成了
绿色纤维项目、光电项目、环保
产业园项目等为代表的重点在
谈项目库。 目前， 在谈项目 28
个，其中重点项目 20 个。 该区
全方位搜集园区主导产业行业
百强、十强企业的投资信息，主
动加强与央企、 知名民企联系
对接。 通过招大引强，市高新区
正在努力打造签约一批、 在建
一批、 在谈一批的项目良性发
展态势。

截至 6月底，市高新区新增
签约工业项目 11个， 包括投资
20亿元的美欣达循环经济产业
园、投资 6亿元的韩森云豆电动
车、投资 5亿元的科立普生物科
技等。在今年 1月集中开工十大
工业项目的基础上，市高新区又

启动新开工项目 13个， 达到标
准的 2个。 具体来说，凯乐生物
科技、韩森云豆电动车、银峰科
技、中煤百甲科技、鸿盛伟达机
车部件等独立选址项目已开工
建设，甫一电子、因奥新能源、大
唐富怡智能制造、力源锂离子动
力电池等正在装修厂房。科立普
生物科技、 太爱肽生物科技、凌
天机器人、敬业达新材料、中盈
润新材料、鼎固新材料等项目正
在进行图纸设计及开工前准备
工作。 此外，2018年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建设投资 10亿元的旺
能电厂 、 投资 7 亿元的宁丰
OSB、 投资 12亿元的理士新能
源等投资体量大、带动强的项目
建设正在抢抓工期， 争取 10月
之前建成投产。

电商铸就发展新动能
———濉溪新经济产业园发展见闻

濉溪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显实效

迎着凉爽的秋风，记者走进
安徽小花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却感受到另一番红火生产的“温
暖”：裁剪、缝制等各道流水线的
工人们全力赶制一批外贸订单，
快递人员按照发单快速配货、打
包、出货，一辆辆物流卡车随时
准备出发……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特
色。 我们把‘私人订制’和‘互联
网+’结合起来，通过新技术、新
产品、 新款式的深度研发和推
广， 努力把每一件服饰做到极
致。 ”公司总经理任杰刚送走洽
谈业务的客商，就忙着和记者碰
面，“入驻濉溪新经济开发区之
后，公司从来料加工到创立自主
品牌，在传统服装行业纷纷走下

坡路的时候实现了‘逆风飞扬’，
已把‘濉溪制造’推向了国际市
场。 ”

濉溪新经济产业园坐落在
濉溪镇，是濉溪县三大电商园区
之一，2016年 4月启动建设，总
投资 2亿元， 占地面积 110亩。
2017年， 濉溪镇委托淮北壹号
众创空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濉溪新经济产业园，3月
开始试运营，7 月 1 日正式运
营。 园区采取政府指导、市场化
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全力
于打造县域创业创新基地。

在淮北壹号众创空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电商办公区工作
人员正忙着接待计划新入驻的
电商企业负责人，洽谈相关入驻
事宜。公司有关责任人向记者介
绍， 园区基础建设总共分为两

期，一期规划为小微企业创业基
地即为 “淮海壹号·众创空间”，
建设面积为 2万平方米左右，主
要利用原有的厂房和办公楼进
行升级改造，建设以电子商务产
业孵化基地为中心、 互联网信
息技术研发基地、电子商务、创
客空间、濉溪文化创意园区、互
联网金融、 智能化仓储物流中
心于一体的互联网综合型小微
企业创业基地。 二期规划建设
为淮海壹号智慧街区，建设面积
为 5万㎡，重点打造互联网智慧
商业街区，力争在三年内打造一
个淮北市首家以互联网+电子
商务产业主题的智慧商业园区。

濉溪新经济产业园自运营
以来，一方面坚持把园区作为集
聚电商企业、 培育电商人才、链
接电商平台的首要载体，根据要

素集聚、企业集中、发展集约的
目标要求，加快完善濉溪镇电商
众创空间载体功能。另一方面坚
持举办各项创业活动，进一步提
升园区的品牌影响力。 2018年 1
月成功举办“就业援助月”专场
招聘会，提供 3000个就业岗位，
2万人次参加， 其中 1000余人
签约，受到各界好评；成功举办
濉溪县首届电商年货节暨濉溪
十大特产颁奖典礼，吸引了全县
50家优秀电商企业参展； 与团
县委共同承办“创业·创青春”青
年创业沙龙，邀请了濉溪县成功
创业企业家，跟创客们分享与交
流……人气集聚商气，商气开花
结果， 八方客商纷纷 “抢滩登
陆”。 截至目前，已有 55家小微
初创企业和 11 个创业团队入
驻，其中电商企业占 77%，另有

科技型企业、文化创意型企业以
及配套服务型企业入驻。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濉溪新经济产业园迈出坚
实的步伐， 留下闪光的足迹：先
后被评为“安徽省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安徽省小微企业创业基
地”“安徽省众创空间”“淮北市
电子商务示范园”等。 2018年，
园区总产值达到 1.5亿元，其中
网上交易额已超过 1亿元，带动
就业 750余人。

“接下来，园区将加强与科
研院所以及大专院校建立产学
研关系，吸引更多的优秀创业人
才和优质创新项目，不断提升园
区创新创业能力和水平，使众创
空间和孵化企业同步成长，助推
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濉溪镇有
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濉溪经
济开发区认真贯彻落实濉溪县
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双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及日常重点工作，坚持抓经济就
是抓项目，把项目建设作为压倒
一切的工作不动摇， 创新思路、
创新办法、创优环境，努力使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濉溪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
工作继续以资源优势为重点，
创新开展产业园招商， 着力引
进一批技术先进、科技含量高、
产业配套能力强、 环保可持续
发展的企业； 同时， 加大对在

建、在谈项目的跟踪服务力度，
引进大项目入驻， 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 濉溪经济开发区坚
持把招引工业项目摆在突出位
置，紧紧围绕铝基新材料、机械
装备制造主导产业， 同时加强
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
产业招商， 巩固发展壮大濉溪
铝基高端金属材料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大力吸引
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
铝基新材料产业基地聚集，根
据供需“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关
系，有针对性地做好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招商。 加强重点区域
招商，围绕长三角、珠三角、京
津冀地区加大招商力度， 对接

上海、浙江、广东、北京等地，重
点围绕主导产业、 现代服务业
等产业领域开展投资合作，充
分利用好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
企业外迁的大好时机， 主动对
接洽谈， 争取项目在濉溪经济
开发区落地建设。 3月中旬，在
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项
目对接会暨安徽濉溪经济开发
区承接产业转移对接会上，总
投资 8.6 亿元的 6 个招商引资
项目签约濉溪经济开发区。 濉
溪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过程
中， 注重发挥铝基产业基地的
辐射带动作用。 该开发区切实
抓好在建项目协调， 推进美信
二期、 力幕科技等项目早日投

产，切实抓好储备项目转化，力
争年产 50万吨铝板卷、 河南金
阳铝业等 10 个储备项目落地，
促进铝基产业发展壮大。

在新一轮投资竞争中赢得
主动、赢得优势，就必须在效能
建设上下真功夫。濉溪经济开发
区还进一步加强效能建设、提升
服务质量、优化发展环境，积极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深入落实“放管服”和商事制度
改革，完善招商项目载体单位全
程代办等制度，为企业发展提供
“一站式”的优质服务，力争把园
区打造成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
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投资环
境新高地， 确保企业招得来、留

得住、发展好。
1至 6月份，濉溪经济开发

区完成财政收入 3.13 亿元，规
模工业总产值 130.5亿元，规模
工业增加值 31.6亿元，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0.6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88 万
元，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
个， 进出口总额 15745万美元，
利用省外资金 20.3亿元。 同时，
濉溪经济开发区新签约项目 16
个，协议投资额 25.8亿元；上报
重点信息数 33条。目前，濉溪经
济开发区在建项目 22个， 其中
重点项目 12个， 新开工项目 4
个，近期拟开工总投资 7.6亿元
的项目 6个。

■记者 吴永生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高丹青

■记者 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