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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市场监
管局严把三关，积极开展为期
5个月的危险化学品产品质量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全市危
险化学品获证企业产品质量做
全面“体检”。

严把生产许可关。企业申
请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许
可，不能提交符合产业政策自
我承诺书的，一律不予受理。
对于后置现场审查不合格的危
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和危险
化学品罐体获证企业，市局作
出撤销许可决定。对于生产许
可被依法撤销的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容器和危险化学品罐体
获证企业，要及时做好证书注
销工作。

严把企业自查关。组织获
证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产品
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对原材

料采购控制、过程控制、生产与
检验设施和设备的使用维护等
方面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隐患自
查。重点自查生产人员是否熟
悉关键工序和质量控制点的要
求并按照规定操作，生产过程
中的关键技术指标、成品出厂
检验等是否按规定进行，并保
留完整的检验记录。

严把事中事后监督关。综
合运用监督检查、风险监测、监
督抽查手段，按照国家总局危
险化学品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实施方案，对重点产品、
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指标
有序开展全面体检，并做好整
改落实工作。对不能保持生产
许可证要求条件的企业，责令
企业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由发证机关撤销其资质证书。
对不再从事重点产品生产的企
业，及时依法注销其生产许可
证证书。目前，隐患排查工作
正有序进行中。

本报讯 近日，市审计局
组织全市审计机关 17 名业务
骨干对 2019 年度出具审计结
论性文书的 73 个审计项目进
行案卷质量检查。

检查人员依据审计法律
法规、《国家审计准则》和《安
徽省审计机关审计业务管理
办法》，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审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
履行情况审计等7个方面予以
重点关注；对政府投资审计，
重点关注审计质量管理、协审
单位审计成果管理、送审资料
及证据管理等方面，检查审计
项目实施过程的合法合规性，

从而规范审计行为，控制审计
风险。

近年来，淮北市审计局始
终把提高审计项目质量作为
机关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连续9年推荐参评的审计项目
荣获全省审计机关优秀审计
项目，充分发挥了优秀审计项
目的典型示范作用。通过质
量检查，准确评估当前我市审
计项目质量总体状况，及时了
解和掌握当前制约和影响审
计质量控制的突出问题，提出
指导性意见，总结推广审计项
目质量控制的典型经验，促进
提高审计项目质量和审计工
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
职能作用。

本报讯 近日，市统计局
官方微信订阅号“淮北统计”正
式上线运行。

“淮北统计”微信订阅号平
台内容丰富，包括“统计数据”

“淮北统计”“统计公报”三个主
栏目，竭诚为用户提供市统计

局最新发布的月度、季度和年
度数据，宣传统计法律法规，普
及统计基础知识。

“淮北统计”微信订阅号每
月及时发布图文并茂的统计数
据，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市内
外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为
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优质、便捷、
高效的统计信息服务。

本报讯 近日，人行淮北
中心支行、淮北市杜集区人民
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金
融法庭）针对个人无指定用途
类消费贷多头授信（俗称“一人
多卡”）的现象，发出专门风险
提示，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理
性消费，助力全市金融机构防
范金融风险。

风险提示从典型案例入
手，分析“一人多卡”存在居民
杠杆拉高、贷款用途不明、贷后
催收失控等潜在风险，提出强
化风险源头控制、探索个人授
信总额管理、完善贷款用途监

测、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等八项
举措，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从
业行为，促使金融消费者理性
消费。

据了解，“一人多卡”对扩
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
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同时产品出现偏离消
费属性、多头授信普遍、用途管
控弱化等问题。杜集区法院金
融法庭继续积极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适时发送有效司法建议，
促使金融机构完善管理，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
战，做好风险预警与化解工作，
为维护全市金融稳定提供有力
司法服务与司法保障。

严把三关

我市对危化品获证企业
产品质量全面“体检”

我市组织开展案卷质量
检查规范审计行为

“淮北统计”微信订阅号
上线运行

“一人多卡”安全隐患大
理性消费守牢钱袋子

应用陶铝材料的新能源汽
车电池盒、发动机活塞、C919大
飞机（模型），今年1月在安徽创
新馆淮北创新展区一亮相，就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大家
纷纷为淮北科技创新取得的优
异成绩点赞。2019 年，成功签
约北汽福田、奇瑞汽车、北方工
业等知名央企民企，陶铝新材
料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步
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
彻省委书记李锦斌来淮调研重
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中国碳
谷·绿金淮北战略和“一二三四
五”总体发展思路，将陶铝新材
料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作为

“四基一高一大”战新产业中铝
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坚持招
商带动创新驱动“并进联动”，
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大力推动科技攻关，铝基产业
链条从铝板带箔、铝型材等中
端产品，向航空航天、军工兵
器、轨道交通等高端领域拓展，
呈现规模扩大、产业集聚、创新
突破、转型升级、质效提升的良
好态势。

2016 年，淮北铝基高端金
属材料重大新兴产业基地获批
为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2017
年，陶铝新材料获批为省重大
新兴产业专项；2020年，淮北市
将陶铝新材料与铝基高端金属
材料两个板块整合，组建并获
批省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
属材料重大新兴产业基地。目
前，我市共有涉铝企业70余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8 家，高新
技术企业 14 家。2019 年，基地
实现产值132.9亿元，同比增长
22.8%，产值增速超出全省战新
基地平均增速9.5个百分点，在
全省24个基地中位列第3位。

推进产业链条化，着力构
建集聚集群优势

深入贯彻省委书记李锦斌
“培育陶铝新材料产业集群，打
造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陶铝
新材料产业基地”重要指示，依
托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属
材料两个特色产业，科学制定
规划，加大招商力度，持续延链
补链，基地产业链条日臻完善、
龙头企业不断壮大、集聚带动
效应凸显，千亿产业板块前景
可期。

科学规划产业布局。积极
对接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及
相关单位，高标准编制铝基产
业发展规划，通过优化产业分
工协作，整合产业优势资源，发
挥规模化生产的虹吸效应和集
聚效应，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耦合链接，带动基地产业链
从拉长到增粗的裂变，布局形
成陶铝新材料、高端铝板带箔、
高端铝工业型材、汽车摩托车
配件、再生铝等五大产业板
块。其中，陶铝新材料板块的
陶铝新材料是具有世界领先水
平、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型复合材料，是以上海交大
周尧和院士、吴人洁教授和王
浩伟教授为代表的五代“材料
人”合力攻坚30年研发而成，性
能优异、优势凸显、应用广泛、
前景广阔。目前，这一板块主
要包括陶铝新材料研究院公
司、相邦公司、陶铝新动力公
司、相泰汽车、相腾科技等5 家
企业，具备年产2.3万吨陶铝原

材料、2.7万吨半连续铸锭、100
吨3D打印制粉、1000件特种铸
件、500 吨精密铸件、80 万只高
性能活塞、26 万套汽车轻量化
零部件的生产能力，正在建设
年产 4.5 万吨航空航天板材及
型材用锭生产线、500万只高性
能活塞、150万套汽车轻量化零
部件、200万套汽车底盘件零部
件生产线。高端铝板带箔板块
主要包括美信铝业、力幕科技、
沪源铝业、华中天力铝业等铝
轧制企业，在建年产7.2万吨铝
箔、6 万吨亲水箔、3 万吨家用
箔、2.5 万吨电子箔、4.5 万吨装
饰箔、2 万吨电池箔、铝电解电
容器用电子铝箔等项目。高端
铝工业型材板块主要包括富士
特铝业、家园铝业、银丰铝业、
君意达科技、蓝帜铝业等铝挤
压企业，在建年产 1000 万套高
铁和航空座椅及壁橱铝材、铝
制品深加工、智能门窗、全铝家
居、铝模板、军用铝基特种复合
材料等项目。汽车摩托车配件
板块主要包括广博机电、金力
泵业、福劲威轮毂、相驰车业、
北工汽车等企业，在建汽车油
泵水泵、汽车滤清器、汽车燃油
共轨系统、年产 500 万套压缩
机用电机及EPS轻型铝基外壳
高效电动助力转向电机等项
目。再生铝板块主要包括亿
智、裕康、雄创等再生铝企业，
在建 30 万吨再生铝合金材料、
10万吨再生铝合金新型材料等
项目。

持续推进精准招商。树牢
招商引资“生命线”意识，抢抓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重大机遇，主动对接
长三角优质资源，积极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坚持招大引强、
优中选优，先后引进相邦公
司、美信铝业、力慕新材料等
一批规模和技术世界领先的
龙头企业。其中，在建投资
14.2 亿元的美信二期项目，投
产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单体
双零铝箔生产企业，生产的
0.0045 毫米厚的铝箔是世界上
最薄的铝箔。目前，储备陶铝
新材料及铝基高端金属材料项
目60个（其中在建项目47个），
总投资168.63亿元。

积极扩大对接合作。连续
四年举办全国性的铝箔产业论
坛或研讨会，邀请行业协会、知名
企业和顶尖专家研讨交流，进一
步提升铝基基地在全国同行业
影响力和话语权。特别是针对
陶铝新材料这一世界领先的新
材料，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
先后组织召开“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 加快陶铝新材料产业发
展”对接会等一系列专项会议，
加速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推广应用。目前，陶铝研究
院有限公司正与中国商飞、中
国商发、中国兵器、中国航发等
全国 29 家央企、军工企业及大
型民企，在航空、民用、军工应
用等方面开展联合研发、产品
应用、样品试制等业务。其中，
正在与奇瑞汽车联合开发新车
型副车架，与北方工业合作研
究陶铝材料在武器装备上的评
估和试制，与安徽全柴集团合
作研发发动机活塞，与中国商
飞、商发合作研发试制3D打印
叶片、3D 打印舱门铰链臂、3D
打印 E-E 舱门框架、地板支撑
梁、飞机蒙皮等部件，与华羿汽
车合作研发全陶铝车身和陶铝
甲醇发动机，与一汽合作研制
汽车底盘转向节、副车架，与上
海汽车合作研制汽车门槛和车
身件，产品应用多领域开花，有望
实现爆发式增长。

下好创新“先手棋”，着力
构建高端引领优势

深入贯彻省委书记李锦斌
“瞄准国之重器和民用市场，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克‘卡脖
子’问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重
要指示，坚持创新引领，勇于登峰
造极，以领先技术为产业赋能一
流竞争力。

建优平台聚动能。基地目
前拥有国家级创新及公共服务平
台2个，省级平台5个，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8个，特别
是陶铝新材料研究院纳入合肥科
学中心、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建产
学研用一体的皖北铝材料产业研
究院，激活自主创新强大引擎。
同时，基地还拥有我省唯一一家
铝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目前

正申报国家级质检中心。
狠抓科研促转化。建立

“政产学研用金”成果转化体系
和军民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
强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上海交通
大学材料学院、合肥工业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等院所高校合
作，深化与央企中的军工企业
合作对接，不断加大科技研发、
成果转化力度。其中，相邦公
司的陶铝新材料技术全球领
先，入选工信部《重点新材料首
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国
家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
航空材料”，在“墨子号”“天宫
二号”等军工、航天领域广泛应
用；建业科技开发出“3D喷射成
型先进制造技术”和“等离子3D
打印及修复技术”，拥有发明专
利20余项，获省部级奖励10余
项，还是国内唯一研制成功铝
合金弹壳的企业，目前已通过
军方的实练检验，并获得定购
清单，其生产的飞机蒙皮及结
构件、枪塔（托架体和摇架体）、
超高强铝合金结构件也均已获
得军方认可；美信铝业生产的
厚度为 0.0045mm 铝箔代表全
球最高技术水平，获得9 项“实
用新型”专利，产品供不应求；
力慕科技开发的锂电池用铝
箔，国内能够稳定量产的不足5
家，填补省内空白。

优化服务引人才。坚持
引资引智相结合，建立并用好

“高层次人才储备金”制度，在
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方面提
供优质服务，吸引一批高层次
人才团队。其中，相邦公司与
上海交大合作研发陶铝新材
料设立周尧和院士工作站，建
业科技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徐
滨士教授合作设立特种金属
增材制造院士工作站，濉溪县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聂祚仁教授合作设
立院士工作站。陶铝新材料
研究院公司拥有以王浩伟教
授为核心的高层次研发团队，
淮北君意达金属科技拥有以
长海博文教授为核心的 20 余
人技术团队，淮北五星铝业总
经理刘建民入选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

提升基地承载力，着力构
建要素保障优势

深入贯彻省委书记李锦斌
同志“加快推进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建设”的重要指示，
不断加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
障，着力打造国内一流产业基
地。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
长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协调解决困难问题，统筹
推进基地建设。设立陶铝办和
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招商
办，分别负责陶铝新材料和铝
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发展具体
工作。持续优化基地干部队伍
结构，积极推进园区人才管理
和薪酬分配改革，有效激发干
部“敢于创新、勇于作为”的干
事创业热情。

夯实硬件基础。铝基高端
金属材料园区已投入5亿余元，
建成污水处理厂、金属表面防
腐处理中心、电商产业园、公租
房等生产经营和生活服务设
施。陶铝新材料园区已规划
225亩建设用地，总投资15.2亿
元，将建设科研中心、大数据中
心、科研孵化中心、双创基地、
科研辅助设施、人才公寓等，进
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体制
机制、产业发展、创新支持、资
金支撑、招商合作、人才引育等
一揽子扶持政策，深入实施“四
送一服”专项行动，大力推行

“互联网+政务”，创新招商项目
载体单位全程代办、窗口单位

“无权否决”等制度，为企业发
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优质服
务。全面落实用电、供地等系
列政策，铝基高端金属材料园
区已开通直供气，进一步降低
基地企业成本。设立 6.3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通
过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方式，
重点支持铝基新材料和创新型
企业发展，助推企业加速发
展。其中力慕科技2019年获批
1.15亿元支持资金，用于技术研
发和设备更新，当年实现产值
5.94亿元，同比增长400.9%。

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聚强劲动能
——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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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天力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金力泵业公司职工在生产线上加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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