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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濉溪经济开发区以争创
国家级开发区为目标， 推进思想观念再
解放、 改革创新再加力、 协同配合再加
强， 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濉溪县实体经
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全力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经济运行交出新答卷

濉溪经济开发区认真贯彻落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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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 8月份， 濉溪经济开发区完成
财政收入 4.1 亿元， 规模工业总产值
181.7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 42.6亿元；
其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73.5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8.3亿元，其
中，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7.5亿元，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完成 7.6亿元；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13430 万元，新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4个，总数达到 99 个。 1
至 8月份，濉溪经济开发区共签约项目
18个，协议投资额 35.8亿元；上报重点
信息数 52个。 目前，濉溪经济开发区在
建项目 31个， 其中重点项目 15 个，新
开工项目 12个；近期拟开工项目 9 个，
总投资 19亿元。此外，1至 7月份，濉溪
经济开发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8996 万
美元，同比 3.6%；利用省外资金 22.3 亿
元。

濉溪经济开发区组织华中天力、金
鸿盛、金力泵业、相驰车业、家园铝业、元
通水处理等企业申报 2019 年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组织濉溪经济开发区创业服
务中心、 淮海壹号众创空间申报国家级
科技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对金鸿盛进行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培育， 组织华中天力
2个新产品进行省级新产品认定； 推荐
弘昌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热工系统用高
性能碳纤维毡的集成设计、开发及应用”
项目参加 2019年省科学技术奖评选。同
时，濉溪经济开发区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重点抓好在谈项目落地， 促成在谈项目
尽快签约，推进美信二期、力幕科技二期
等项目早日投产，抓好储备项目转化，力
争中福铝业、河南金阳铝业等 10个储备
项目落地开工。

发展环境得到新优化

濉溪经济开发区以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为前提，持续提升园区硬件环境，把服
务企业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第一抓
手， 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第
一动力，打响“服务”金字招牌，为冲刺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不懈努力。

目前， 濉溪经济开发区已入驻企业
260余家，其中规模企业 98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18家， 形成了铝基新材料、
机电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主导产业。
濉溪经济开发区以引进龙头企业、“旗
舰”项目和产业链薄弱项目为重点，着力
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

链条长、资源转化能力强、符合环保要求
和行业标准的大项目， 加快形成新经济
增长点，不断提升主导产业集聚效应。濉
溪经济开发区以推进开发区一体化发展
为核心，着力加快产城融合建设步伐。高
标准、高起点细化城市规划。强化规划引
领和控制，细化深化建设方案，确保规划
落实到位。高水平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

濉溪经济开发区加强服务企业力度
和水平，继续落实企业帮联政策，强化精准
帮扶。 成立企业服务中心。 濉溪经济开发
区企业服务中心以“便企、公开、廉洁、高
效”为服务理念，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
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次性办结”的运行
模式，制定并推行预约服务、并联审批、服
务承诺、重点项目代办等一系列便企、高效
的工作制度。 深入推进“四送一服”等政策
落实，服务园区生产企业。职能部门积极主
动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土地、资金、用
工、管理、创新、市场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打造良好营商环
境。 进一步完善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推进工
作机制，落实领导联系、督查通报、考核奖
惩等制度，合力营造项目推进良好氛围。针
对重点招商项目，建立领导包保推进制度，
按照责任到人、全程推进、服务到位、跟踪
到底的要求，强化要素保障、细化推进措
施，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积极开展搭
建“银企”平台建设。 构建金融机构和资本
支撑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开发区设
立信贷融资功能的分支，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贷款投放力度，合理提高综合授信额度，
给予更多企业中长期信贷支持。

濉溪经济开发区实施科技强区和人
才强区工程，提升科技、人才对经济发展
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为企业搭建创新服
务平台， 着力完善适合创新创业的体制

机制和环境，加大培育中小企业力度，力
争用 2至 3年时间， 使开发区内科技创
新型企业占比 80%以上。 鼓励引导企业
通过技术改造升级，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比重，提升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扶
持区内企业争创名牌。 加快人才队伍建
设和人事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高层次人
才引进和跟踪评价机制， 研究出台人才
引进奖励补贴实施办法， 确保高层次人
才招得来、留得住。

非公党建取得新实效

今年以来， 濉溪经济开发区进一步
探索找准非公党建融入企业发展的共振
点，深入推进融入融合工作，着力破解非
公党组织实质作用发挥难题。

在党建融入企业管理上， 濉溪经济
开发区 70%的非公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
与管理人员“交叉任职”，实现党建工作
与企业发展有机融合。 园区内的新品源
电池公司作为新入驻企业， 在上级党组
织的引导下，投产快、达效高，迅速成立
党支部， 并吸纳企业出资人王淮平担任
党支部书记，通过“交叉任职、双向进入”
融入企业管理层， 并将党建制度融入公
司章程，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

在党建融入生产经营上， 濉溪经济
开发区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当先锋、 作贡
献，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引导非公企
业员工向党组织看齐、 争当企业发展排
头兵、领跑员。 安徽理士党总支通过组织
开展“我为企业降低成本献一策”活动，
征集建设性意见 300余条， 审核后将采
纳运用。 家园铝业党支部开展“企业有困
难 党员带头干”等活动，组织党员技术骨
干参与企业技术攻关、产品研发、节能减
排等工作，让党员在企业发展中亮身份、
作表率。 目前，党员带头先后攻克多项技
术难关，企业采纳党员“金点子”60多个。

在党建融入企业责任上， 濉溪经济
开发区引导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
高企业信誉和影响， 鼓励企业建立党员
志愿服务队。 家园铝业党支部牵头与南
坪镇耿庙村结对开展民企帮村活动，通
过技能培训、捐助物资、提供就业等方式
帮扶 32户贫困户。华中天力党支部开展
为环卫工人送棉衣公益活动， 巨成化工
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
义务劳动，在园区植树造林、清运垃圾。

在党建融入企业文化上， 濉溪经济
开发区坚持“一季度、一主题”，每月组织
一次活动， 以党建活动引领企业文化建
设。新品源电池公司建立之初，虽然因党
员人数不足未成立党组织， 但积极参照
党政机关民主生活会的召开方式， 召集
职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达到很好的
效果。 安徽理士开展升国旗、唱国歌，唱
理士歌。一月学唱一首红歌，成立理士大
学，开展多种学教活动，学党章，学企业
文化， 党章誓言和企业文化的警句都能
熟背于心。

下一步，濉溪经济开发区将进一步提
升凝聚力、助推生产力、强化执行力，充分
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实质作用，推动非公
党建工作与非公企业发展互促共进。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定

是一场持久战，濉溪经济开发区抱定花大
力气、下大决心的意志，久久为功，驰而不
息，最终收获的将是辛勤汗水与智慧心血
浇灌的累累果实，， 乘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强劲东风，园区经济从“旧动能”
向“新动能”的转变逐浪而高，从“积累量”
向“提升质”的转变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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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经济开发区名片
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先进单位

浙商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

全国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园区

中国百佳科学发展示范园区

安徽省装备制造产业化示范基地

安徽省创新型园区

安徽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安徽省投资环境十佳开发区

安徽省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安徽省铝基新材料专业商标品牌基地

安徽省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安徽省园区非公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中国绿色生态园区

安徽省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现场会在濉溪经济开发区召开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高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