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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蕪湖——區位優勢明顯，工業基礎較好，水、電、氣、勞動力、土地、岸線等要素資源優越，多年來堅持在開
放中創新、在創新中開放，經濟增長內生力與城市綜合競爭力加速釋放，文化軟實力與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縣域經濟
與產業園區整體迸發向上的力量。兩個國家級開發區，江北產業集中區是皖江示範區的 「示範區」 ，政策叠加，產業轉
移，擁江發展，幹部群眾敢為人先、勇於創新，當前的蕪湖正以 「安徽次中心」 身份活躍在中國乃至世界舞台上。

即日起，本報將陸續推出 「百年大公看蕪湖」 系列報道，全景式解讀蕪湖開放創新、轉型跨越的特色發展路徑，並
告訴世界一個創新、優美、和諧、幸福的新蕪湖。

今年以來，蕪湖市在境外投資商視線中
持續升溫，一季度累計批准外商投資企業 7
家，合同利用外資5763萬美元，實際利用外
資 26363 萬美元，分別同比增長 40%、6.2%
和3.0%。

究其原因，除去區位交通優越、產業配
套齊全、投資環境完善等內在因素，還有蕪
湖市面臨多重外部利好因素的綜合作用。有
投資人士分析，皖江城市帶示範區、合蕪蚌
自主創新試驗區、行政區劃調整等三大機遇
的疊加優勢，在蕪湖歷史上從未有過，在國
內其他城市也不多見。

政策疊加多元支撐
最近三年，蕪湖好運連連。2010年初，

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
轉移示範區規劃》，蕪湖成為承接產業轉移
的核心區域。此後，國家賦予先行先試權、
國家 20 餘個部委政策推動、安徽省政府 40
條新政，今年，又將示範區最重要的載體、
優惠政策最集中的省江北產業集中區交蕪湖
市管理，諸如此類的利好因素蜂擁而至。

2011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同意
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參照中關村自主
創新示範區開展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試點，
並適用與之相關的政策。作為合蕪蚌試驗區
核心城市，蕪湖自然從中受益匪淺。

擁江發展跨江聯動
之前，安徽省撤銷地級巢湖市並對部分

行政區劃進行調整，無為縣劃歸蕪湖市管
轄，和縣的沈巷鎮劃歸蕪湖市鳩江區管轄。
表面上，這一輪調整區劃讓蕪湖市贏得了
2650平方公里的地理新空間。

深層次而言，此舉使得蕪湖跨江聯動發
展進入新階段，也加速了蕪湖馬鞍山、蕪湖
宣城一體化進程，蕪湖因此闊步邁入兩岸融
合、擁江發展的新時代。

此外，去年的安徽省第九次黨代會報告
明確提出，支持蕪湖次中心城市建設，推進
蕪馬跨江聯動發展，構建濱江組團式城市群
發展格局。對於有意布局安徽乃至中國中部
市場的境內外商企，蕪湖的戰略價值不言而
喻。

香港回歸15年來，蕪湖與香港交互發展
態勢持續向好，兩地經貿合作日益緊密。今
年一季度，蕪湖市新批7家外資企業中，有3
家來自於香港，合同利用外資4430萬美元，
分別佔全市新批項目數與合同利用外資額的
42.9%和87.3%。蕪湖市商務局副局長吳龍生
分析稱，蕪湖與香港經濟互補性很強，香港
歷來是蕪湖吸收外資最主要輸出地。

在蕪港資企業達410家
據介紹，隨着產業集聚能力不斷增強和

政策疊加優勢加速釋放，蕪湖正在成為香港
產業轉移優選地。截至 2011 年 12 月，香港
累計在蕪湖投資企業達 410 家，合同利用外
資 16.8 億美元，港商實際出資額 9.9 億美
元，所佔全市外資企業總數、合同利用外資
總額以及外商實際出資額的比重均超過
40%，其中佔外商實際出資比例最高，達
45.5%。

目前，蕪湖現有港資企業 128 家，包括
香港華潤集團、中華煤氣、世茂集團、信義
集團、中電國際等知名企業，投資總額達
26.3億美元，總投資1000萬美元以上的港資
企業57家，其中，中電國際獨家投資的蕪湖

電廠五期項目，總投資50億港幣，為蕪湖目
前最大的外資項目。

2010年度，投產開業的84家港資企業實
現銷售收入 171.9 億美元、淨利潤 14.7 億美
元，分別佔全市外資企業銷售額與淨利潤額
的33.4%和38.7%。

雙邊貿易按年增23.6%
港資企業在蕪湖發展迅速，投資領域廣

泛。以信義集團為例，該公司目前業已在蕪
湖投資設立7家企業，項目總投資達4.3億美
元，合同外資達 3.7 美元，其中，信義光伏
產業（安徽）控股有限公司連續進行三次增
資，總投資已達 18193 萬美元，註冊資本達
15420 萬美元，成為蕪湖市戰略新興產業龍
頭企業。

另據介紹，截至2011年底，蕪湖在香港
共設立 2 家企業，即捷科貿易有限公司和宇
華香港實業有限公司，分別隸屬蕪湖長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宇華房地產有限公
司。此外，去年蕪湖與香港雙邊貿易額達
4950萬美元，其中出口4333萬美元，分別同
比增長23.6%和51.77%。

蕪湖香港交互發展
川流不息，創新不止。縱觀蕪湖近30年來的發展歷

程，不難發現，無論是 「白手起家」建設奇瑞汽車，還
是 「無中生有」打造方特主題公園，這個城市一直主動
集成全世界最優質的資源要素，通過創新讓其釋放出最
大的經濟與社會效應。因為堅持開放整合的 「自主創
新」，蕪湖始終煥發一種向上的力量。

創新力決定競爭力
穿行在蕪湖，創新符號隨處可見。最為吸引外界眼

球的是奇瑞和方特。奇瑞是中國汽車自主品牌汽車領航
者，2011年銷量達64.3萬輛，連續11年穩居全國自主品
牌首位，其中出口超過16萬輛，連續9年保持全國乘用
車出口第一名。

奇瑞連續五年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 「最受讚賞
的中國公司」，連續兩年入選 「最具全球競爭力中國公
司20強」，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 「中國新興的五大
國際化品牌」。

由深圳華強集團投資的方特歡樂世界、夢幻王國則
是第四代高科技主題公園的典範。去年，方特 「雙園」
累計接待遊客365萬人次，同比增長74.3%。在國際國內
經濟整體趨冷的大背景下，這一成績格外提振業界信
心。

正是這些創新元素，讓蕪湖在諸多競爭者中間脫穎
而出。2011 年，《福布斯》雜誌對中國大陸 129 座城市
的創新能力進行綜合排名，蕪湖位列第18位，居中部城
市第一，連續第五次摘得 「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市」稱
號，並榮膺 「2011中國最佳投資服務城市」。

創新力決定吸引力
蕪湖創新氛圍濃厚，土壤肥沃。發軔於上個世紀90

年代的 「崇尚創新、寬容失敗、支持冒險、鼓勵冒尖」

的創新文化，逐漸融入城市血脈，讓蕪湖備受外企青
睞，也讓外人嚮往。

2011年，蕪湖新引進7家境外世界500強企業，數量
居於安徽省16個地級城市首位。截至當年12月，蕪湖已
成功吸引49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赴該市投資，累計引
進34家境外世界500強企業，包括美國沃爾瑪、日本東
芝、德國西門子等全球知名品牌。這些境外 500 強企業
在蕪湖共計開設37家企業，投資領域涉及汽車、電子電
器、裝備製造、商業服務和新材料等諸多行業。

要招商引資，更要招商引智。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要
素。蕪湖注重引進創新型人才，為之出台系列高含金量
政策，磁石效應急速顯示，引發諸多有識之士搶灘。去
年，蕪湖新增高端人才0.15萬人、產業創新團隊11個。

當年，蕪湖與北京、上海等 10 個城市一起，獲評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安徽省僅此

一家。此外，留學人員蕪湖創業園被省委組織部認定為
安徽省首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

創新力決定影響力
得益於自主創新，蕪湖的發展新優勢不斷增添，綜

合實力持續提升，在皖江區域的影響力和帶動力持續增
強。今年一季度，蕪湖市地區生產總值實現同比增長
13.6%，增幅分別高於全國、全省5.5和1.3個百分點，連
續9個季度居全省16個市首位。

當前，蕪湖將創新驅動作為城市發展四大戰略之
首，全面推進國家技術創新工程試點和合蕪蚌自主創新
綜合試驗區建設，正在成為創新成本低、創新人才
密集、創新成功率高的城市。

皖江明珠，創新之城，向上的蕪湖未來值
得期待。

創新讓蕪湖煥發向上的力量

在蕪湖市創新轉型、產業強市的戰略布局中，文化繁榮的份
量日趨提升。近年來，作為全國範圍內探索文化體制改革的先行
者，蕪湖依託豐厚的文化資源，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釋放
文化發展的活力和潛力，推動文化事業單位與市場接軌，動漫創
意等文化產業新業態強勢崛起。

創新文化融入城市血脈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體現。蕪湖市

委常委、宣傳部長段玉嘉此前稱，蕪湖是一座歷史文化悠久的開
放創新之城，具有包容開放的文化特質。

近年來，蕪湖市主動強化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着力提升城
市文化軟實力，形成獨具特色的創新文化，即崇尚創新、寬容失
敗、支持冒險、鼓勵冒尖。

作為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 「雙核」城市之一，蕪
湖市先後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措

施，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撐，營造了良好的發展
環境。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蕪湖市文化產業風生水起，
發展勢頭持續增強。2011 年，蕪湖文化創意企業新增 20 家，總
數達178家，當年實現營業收入11.59億元，同比增長54.4%。

2010年9月投入運營的鳩江文化創意產業孵化基地，集文化
創意辦公、藝術展示、交易等功能於一體，是蕪湖文化產業的重
要發展極。產業園總投資5.5億元，截至2011年底，已完成固投
1.6億元。

2011 年，蕪湖文化產業在建項目 48 個，其中新開項目 22
個、續建項目26個，總投資118億元。另外，蕪湖還謀劃前期項
目28個，總投資48億元。

當年9月，蕪湖成功舉辦第三屆中國國際動漫創意產業交易
會，這已是該市第二次舉辦這一國家級動漫盛會。會展期間，超
過 5000 名客商和客人參展參會，超過 12 萬人次的參觀者進館參
觀體驗，共簽約項目55個，總簽約190.18億元。

重點發展五大主導產業
如今，蕪湖市的文化產業已經邁入快速發展的歷史機遇期、

積聚發展的爆發增長期和優先發展的戰略推動期。段玉嘉表示，
「十二五」期間，蕪湖將重點發展動漫遊戲、創意設計、演藝演

出、影視傳媒和文化旅遊五大主導產業。
按照既定目標，蕪湖致力於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動漫之都

和文化產業集聚區。為此，蕪湖今後將着力打造5個國內外知名
品牌，不斷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到 2015
年，力爭實現文化產業投資500億元，文化產業增加值佔GDP比
重達到5%。

當前，蕪湖正加快打造文化強市，着意借助現代科技手段，
深度發掘傳統文化、紅色文化、創新文化、山水文化、汽車文
化、休閑文化、時尚文化等資源，做大做強文化產業。同時，該
市積極申報設立 「國家文化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爭取國家政
策支持。

投資蕪湖的三重新機遇

產業強市 文化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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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比較，蕪湖市一季度 GDP 增幅分別高於全國、全省 5.5 和
1.3個百分點。然而，相對於GDP增速，蕪湖市的決策者更

加看重的是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從經濟運行特點看，支撐蕪湖
市工業發展的重點產業生產持續活躍。

據統計，一季度，蕪湖市規模以上工業實現產值 899.75 億
元，累計實現增加值235.79億元。其中，汽車及零部件、材料、
電子電器家、電線電纜等四大支柱產業實現增加值148.26億元，
同比增長12.5%。

提質增速 投資結構優化
蕪湖市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陳四清分析稱，該市主導

產業尤其是首位發展的汽車與裝備製造業基礎較牢、關聯度較
高、創新能力較強，且集聚效應較大，工業經濟基本形成多元支
撐格局，抗風險能力較強。

記者從蕪湖市統計局獲悉，一季度，在汽車及零部件、空調
等支柱產業工業產品出口的強力帶動下，蕪湖市機電產品進出口
持續大幅增長，機電產品實現進出口總額7.76億美元，同比增長
26%，佔全市進出口的78.1%。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
性新興產業繼續發力，實現增加值46.79億元，同比增長24.6%。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蕪湖市投資結構優化，繼續向支柱產業
和戰略新興產業傾斜。固定資產投資半數以上集中在工業領域，
其中，支柱產業完成投資 87.84 億元，戰略新興產業完成投資
68.66億元，同比增長均超過40%。

另有統計數據顯示，蕪湖市億元以上項目繼續增加，對投資
貢獻突出。全市一季度億元以上項目402 個，同比增加143 個；
計劃總投資2326.54億元，同比增長42.3%。

透視上述數據，不難發現，蕪湖市經濟增長的內生力正在加
速釋放。究其原因，有兩大決定性因素，一是開放，二是創新。
換言之，一是強化對接合作，全方位承接產業轉移，二是提高創
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

開放發展 成就四大支柱產業
長江巨埠，皖之中堅。臨江興起的蕪湖擁有開放發展的傳

統。1876年，蕪湖被開闢為通商口岸。1992年，蕪湖被國務院批
准為沿江開發開放城市。2002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實施皖江開
發開放戰略，蕪湖被委以龍頭重任。

時至2010年，國務院批准設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
區，蕪湖成為 「雙核心城市」之一，被放在與省會城市合肥同等
的平台上對待。能夠享受如此待遇的城市，在中國內地並不多
見。

開放，讓蕪湖贏得發展先機，尤其在招商引資方面收穫頗
豐。蕪湖市商務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2年3月底，蕪湖
市累計批准外商投資企業 995 家，合同利用外資接近 38.58 億美
元，實際利用外資超過 52.64 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約為
24.17億美元。

招才引智方面，蕪湖亦有不俗表現。 「十一五」期間，蕪湖
市累計引進中高端人才3.5萬人。業內人士分析，這些人才資源
為蕪湖市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勁的智力支持，也為當地
進一步開放發展拓寬了思路與空間。

得益於開放發展，蕪湖市現已形成汽車及高端裝備製造、材
料、家用電器和電線電纜四大支柱產業。2011年，上述四大支柱
產業完成產值2640.78億元，增長43.1%，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產
值的71.9%。

創新驅動 高新技術產業增值40%
在開放中創新，在創新中開放，開放與創新相得益彰。蕪湖

市歷屆黨委、政府均重視創新發展思路，篤信只有提高自主創新
能力，才能把握發展主動權，才能增添發展新優勢。

鑒於此，對於鼓勵和扶持企業創新，蕪湖市在政策上傾斜，
財政上捨得投入。2007年，安徽省設立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改革
試驗區。作為核心城市，蕪湖於 2008 年和 2009 年連續出台兩個
一號文件支持企業創新，制定28個相應配套政策，並斥資4.7元
設立創新基金，加強企業核心能力的培育。

如此大手筆動作，釋放出蕪湖市委、政府決意做強戰略性新
興產業乃至創新轉型、產業強市的強烈信號。自2011年12月7日
起履職蕪湖市委書記的高登榜，在調研企業和接見外商時多次強
調，要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

結果令人欣慰，蕪湖經濟結構調整成效明顯，主導產業發展
趨於高端化，現代服務業培育取得新進展，戰略新興產業表現搶
眼，發展勢頭強勁，頻頻引發境內外投資商關注。

記者近日在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採訪獲悉，三安光電二期、

德豪潤達二期、總投資350億元的東旭液晶玻璃顯示基板、總投
資2980萬美元的信義電子玻璃等重大項目建設進展順利，蕪湖光
電LED產業基地初具雛形。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蕪湖市80%的研發機構、研發投入、科
研成果、科研人才與科研活動均聚集在企業，初步建立起以企業
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比較完善的區域自主創新體
系，這些為該市轉型發展儲備了強勁內生動力。

全面轉型 建設四個新蕪湖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上將更加嚴峻複

雜，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並存。居安思危，蕪
湖市以全面轉型、率先崛起、富民強市為主線，推進創新驅動、
產業強市、統籌城鄉、開放合作、和諧發展戰略，致力於建設創
新、優美、和諧、幸福新蕪湖。

今年初的蕪湖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上，市長
楊敬農表示，將緊緊抓住全球創新集聚爆發、新興產業加速成長
的戰略機遇，堅持在加快發展中主動轉型，在主動轉型中加快發
展。

就舉措而言，主要有五條，包括加快建設創新型城市，着力
提升產業層次，統籌推進城市現代化，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以及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其中對外開放方面，蕪湖市將圍繞世界
500 強、民營企業 100 強和行業領軍企業，推進挑商選資和精準
招商，建立重點企業 「綠卡」制度。

與此同時，蕪湖市將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擴大對外貿易，
積極利用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貸款，支持企業 「走出去」發展，
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參與國際分工和合作。

當前，蕪湖市正着力推進產業層次提檔升級。具體而言，在
「繼續壯大汽車及高端裝備製造、材料、家用電器、電線電纜四

大支柱產業」， 「重點打造 LED 光電、智能家電、節能環保裝
備、新材料、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等的同時，該市實施戰略性
新興產業發展 「6122」工程，重點打造LED光電、智能家電、節
能環保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等六大產業基地。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按照既定規劃， 「十二五」期
間，圍繞上述 6 大產業基地，蕪湖市將培育支持 100 個領軍企
業，投入各類引導資金200億元，撬動重大項目投資2000億元。

今年以來，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身處中國內陸的蕪湖市主動作為、有效
應對，整體經濟延續平穩運行態勢，實現良好穩健開局。有統計數據顯示，1至3月
份，蕪湖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54.4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3.6%，
增幅連續9個季度居安徽全省16個市首位。

文：柏 永

蕪湖生態環境優美，圖為小格里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