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三A43美好安徽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於1993年4月3
日，1997 年成為全國開發區首批行政管理體
制和機構改革試點單位，2000 年被國務院批
准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目前，該區實
際管轄面積72.72平方公里，總人口超33萬。

奠定中西部開發區領軍地位
開放合作，跨越趕超。過去 19 年間，合

肥經開區憑發展業績屢屢讓海內外矚目：
2010 年，成為安徽省首個產值超千億元開發
區。2011 年，全年完成規上企業工業產值突
破1500億元，居中西部43個國家級經開區第
一，奠定了其在中西部地區開發區中的領軍
地位，躍居全國 131 個國家級開發區第十三
位。今年該區工業產值目標直指2000億。

2011 年，合肥經開區固定資產投資創歷
史新高，達316.1億元，總量位居國家級開發
區第十一位；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82億元，增
幅高於合肥市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完成稅收
收入63億元。

合肥經開區最亮眼的成就來自工業經濟
發展。截至目前，經開區產值超億元工業企
業達93家，其中產值超10億元企業33家。在
國家開發區隊列中，該區經濟總量、固定資
產投資均超過武漢、長沙、蕪湖等開發區，
領銜中西部地區。

「中國家電第一區」初長成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經開區佔全市工業

產值比重在三成左右，而且產業集聚度很
高，家電電子、裝備製造、汽車及零部件、
快速消費品等四大支柱產業貢獻了90%以上的
產值。

家電電子方面，隨着以美菱、海爾、長
虹、美的、格力、華凌、晶弘七大民族品牌
為代表的整機企業快速集聚合肥經開區，諸
多配套企業接踵而至。如今，該區已吸引電
子元器件、專用集成電路、顯示器件、壓縮
機、線路板等40多家企業入區配套。

2011 年，合肥經開區共生產冰箱、彩
電、空調、洗衣機等 「四大件」2800 萬台，
平均每天產出 4.85 萬台，成長為 「中國家電
第一區」，家電產業首次突破600億元大關，
年增長近40%。

今年3月15日，總投資4億元的合肥海之
森塑業有限公司年產 1600 萬件家電和汽車用
鈑金件及 800 萬件家電用注塑件項目正式開
工。此前，合肥晶弘電器有限公司500萬台冰
箱項目順利投產，此舉意味着合肥經開區冰
箱產能將從佔全國15%左右進一步提高到20%
以上，牢牢鎖定冰箱製造全國榜首之位。

隨着美菱出口基地、海爾冰箱二期、晶
弘冰箱基地等相繼建成，合肥經開區將以年
產 4000 萬台（套）的規模，一舉成為全國產
能巨大、頗有影響力的家電基地。據預測，
該區家電產業產值今年有望超過800億元，明
年或成為該區第一個千億產業。

裝備製造業產值料超千億
在裝備製造和汽車及零部件領域，合肥

經開區亦有不俗表現。去年8月2日，投資40
億元的日立建機年產 3 萬台挖掘機新基地動
工，預計 2014 年建成投產。屆時，日立建機
(中國)有限公司合肥新老兩基地將年產6萬台
挖掘機，成為全球第一的挖掘機生產基地。

除了日立建機，合肥經開區還擁有合力
叉車這一中國叉車業惟一一家上市公司。該
公司主要經濟技術指標已連續 21 年保持國內
同行業第一，形成全國最大的叉車生產基
地，目前排名世界第八位。

目前，合肥經開區日產叉車、挖掘機300
多台、汽車 1000 多輛。隨着熔安動力、熔盛
機械、日立二期等項目的開工建設，合肥經
開區將於 「十二五」成為全國先進的挖掘
機、叉車、數控機床和船用低速柴油機生產
基地。

按預期目標， 「十二五」末，合肥經開
區將具有年產 1000 萬匹馬力船用低速柴油
機、9 萬台挖掘機和 7 萬台叉車、100 萬台乘
用車、10 萬台重卡、50 萬台發動機的能力，
裝備製造業有望繼家電產業之後，成為該區
的第二個千億產業。

聯想延展電子信息產業鏈
此外，合肥經開區電子信息產業發展迅

猛。2011 年 10 月 8 日，聯想（合肥）產業基
地在風景秀麗的南艷湖畔動工興建。該項目
預定於 2012 年底全面投產，主要生產聯想筆
記本電腦，年產能將超過千萬台。

分析人士預計，聯想帶給合肥經開區的
遠不止一個製造廠，將是整個電子信息產業
鏈。今年2月底，聯寶供應商大會在合肥經開
區召開，邀請100餘家筆記本電腦上下游配套
企業參會。

合肥經開區有關負責人表示，按照主機
企業 1：3 的帶動效應，明後兩年，顯示器、
板卡、機箱、電源生產商、物流、售後、維
修等聯想合作夥伴也有可能尾隨其到合肥。

在此之前，已有芯碩光刻機、捷敏電
子、航嘉電子、寶龍達筆記本電腦、三菱電
機等項目相繼入駐合肥經開區。不久的將
來，合肥經開區電子信息將繼家電與裝備製
造之後進入千億元產業行列。

「十二五」目標直指4000億
放眼 「十二五」， 「大合肥」藍圖漸

近， 「大皖江」產業潮涌。主動擔當工業主
引擎的合肥經開區鎖定 「1492」的經濟發展
目標，即到 2015 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1100
億元以上，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 4000 億
元以上，實現工業增加值900億元。

鑒於此，合肥經開區將注重培育、引進
核心產業、核心龍頭企業，夯實壯大家電、
汽車、裝備製造與快速消費品四大支柱產
業，並培育發展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
藥與住宅產業化四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近年來，合肥經開區作為安徽工業第一

區主動轉型，由外延發展向創新發展升級，
以提升產業自主發展能力為突破口，以 「傳
統產業高端化、高新技術產業化」做強大工
業、做大新產業，多途徑為企業創造更好的
創業創新環境，以期搶佔競爭制高點。如
今，該區創新要素加速集聚，戰略新興產業
迸發巨大能量。

合肥經開區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姚衛
東說， 「對落戶企業，我們並不一味地求
『高』、求 『尖』，而是更看重企業在完善

產業結構和未來發展前景上的實力；既大力
發展傳統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也
要抓住國際上ＩＴ製造業轉移的大好時機，
發展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

綜觀在合肥經開區落戶的企業，多有產
業關鍵技術、有着行業頂尖水平的產品，諸
如江汽發動機、芯碩光刻機、重逾千噸的低

速柴油機等等。正是這些產品使得合肥經開
區在高新技術產業上掌握核心，佔據發展先
機。

外搭平台內聚要素
據統計，合肥經開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

已佔全區工業總產值的67%，佔合肥市高新技
術產業產值35.7%。上述數據背後，是合肥經
開區對創造良好創新環境的追求。外搭創新
平台，內聚創新要素，該區多措並舉，努力
成為企業創業創新的最優質園區。

例如，為了給企業提供資金、人才、技
術等要素的支撐，合肥經開區與上海漕河涇
開發區合作共建 「創新創業園」，爭取設立
「海智基地」，積極設立和爭取各類獎扶資

金，推進企業技術中心、研發中心建設，使
得園區技術研發本土化逐步從夢想變成現
實。

主動轉型 創新發展

近年來，合肥經開區在投資商視線中持
續升溫，成為海內外產業向皖江區域轉移的
黃金地。今年 4 月 28 日，聯合利華合肥工業
園建園十周年慶典儀式舉行，投資1.8億的牙
膏廠亦投入使用。自 2002 年從上海轉入合肥
經開區以來，這個日化品跨國巨頭已連續六
次追加投資，使得合肥項目成為其全球270個
生產基地中最大的一個。

合肥經開區緣何如此受聯合利華青睞？
合肥經開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姚衛東
認為， 「在政策和土地上，經開區與合肥其
他區比較，沒有任何優勢，經開區的優勢在
於服務，有限投資，無限服務。」

投資環境居中西部第一
在 2011 年度商務部公布的 131 家國家級

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環境綜合評價中，合肥
經開區躋身十五強，在全國省會城市開發區
中排名第六，主要發展指數和綜合投資環境
居中西部國家級開發區第一， 「發展與效率
指數」連續兩年進入全國十強。

據介紹，合肥經開區始終把優化發展環
境、提升服務效率作為重中之重。該區立足
先行先試，致力創新體制機制，成為全國首
批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試點單位。在優
化政務環境上，堅持 「兩高一少」即行政效
能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費最少，
打造合法高效的 「服務導向型」政府。

行政服務方面，合肥經開區進一步壓縮
行政審批時限，2個工作日內辦結的項目由原
來的10 項上升到38 項，由佔總數22%上升到

84%。去年 10 月 8 日，總投資 10 億美元的聯
想（合肥）產業基地破土動工。聯想集團首
席執行官楊元慶感嘆， 「從簽約到開工只有
短短 11 天，這是新的聯想速度，新的合肥速
度。」

對於合肥經開區的 「無限服務」，芯碩
半導體董事長劉鈞亦身有體會。他說， 「之
所以選擇合肥經開區創業，是因為該區高度
關注這一產業發展前景，而且提供量身定做
的服務。」

例如，合肥經開區為該企業科研團隊免
費提供 2000 多平方米的 「高檔研究室」，提
供足夠多的資金供研發使用，再如為企業代
建廠房3萬平方米，允許企業在5年後分期分
批按成本價歸還。

中部最大日資企業聚集地
服務提升吸引力。有數據顯示，2011

年，合肥經開區平均每月引入一個 10 億元以
上的大項目，每月固定資產投資 26 億元。全
年到位外資 4.62 億美元，佔合肥市到位外資
總量的25.5%；引進內外資總量129億元。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合肥經開區已經成
為中國中部地區最大的日資企業聚集地。去
年，合肥經開區累計到位日資 2.52 億美元，
佔全區實際到位外資的 54.54%。目前，該區
現已擁有花王、尼尼普洛、淀川制鋼所等知
名日資企業 28 家，投資領域從單一的工程機
械拓展到醫療器械、家庭日用品、複合型材
料和服務外包等多個行業。

有限投資 無限服務

今年前五個月，受歐債危機和市場因素影響，合肥經濟技術開
發區部分企業出口訂單有所下滑，但全區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工
業項目完成投資99億元，逆勢增長60%。當前，在合肥打造繼滬
寧杭之後的長三角地區現代化新興中心城市與皖江城市帶承接產
業轉移示範區提速建設的雙重背景下，合肥經開區以工業主引擎
的姿態，繼續領航大皖江區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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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經開區是全球最大挖掘機生產基地

合肥經開區生命科技園研發基地

位於合肥經開區的寶龍達筆記本
電腦檢測中心

合肥經開區已成為一座繁華不夜城

合肥經開區生態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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