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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创奇迹，乘风破浪立潮头——2019，我们都是追梦人
省商务厅寄语安徽开发区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天是大年初七，农历新年已经来
到，在此，省商务厅向全省开发区拜年，向大家致以新年最美好
的祝愿！

铜陵经开区翠湖公园
2018 年，对于安徽开发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难
忘的一年。这一年，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
放 40 周年，同时也是安徽经济奋力腾飞的重要一年。世界制
造业大会在合肥隆重召开，并将永久落户合肥，安徽开发区积
极跨国招商，立足主导产业，扩大国际朋友圈。
这一年，省商务厅充分发扬首创精神，在全国率先对“准国
家级”经开区开展“国考”，全国首创拍摄安徽开发区宣传片，在
《市场星报》开辟“安徽开发区”每周专版，联合《安徽画报》推出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安徽开发区特刊，在全国形成样板，商务
部盛赞我们在服务管理开发区工作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引
来兄弟省份纷纷点赞。目前我们 70%以上的工作是全国首创，
90%以上的工作在全国领先，服务管理开发区的力量也是全国
最强的。
作为全省开发区的业务主管部门，过去一年，省商务厅积
极承担省政府赋予的各项职能，创新建立“三个机制、四个清
单、三位一体、四轮驱动”服务管理模式，紧紧围绕开发区非公
党建、转型升级、开放合作、创新发展、招商引资、优化服务等方
面开展工作，
“一对一”精准指导全省开发区按照五大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样板。
这一年，安徽开发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深入推进五大发
展行动计划,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新突破。如今，开发区已成为我省经济发展
的强大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创新发展的集聚基地，为我
省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作出突出贡
献。目前我省国家级经开区总数（12 家）位居全国前列，位于全
国第四、中西部第一位。国家级经开区作为我省改革排头兵和
开放试验田，借助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有利时机，在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
新，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打下坚实基础。
2018 年，我们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多次组织对外交
流、招商活动。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和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努力

促进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全国树立典范。就在这一年，江淮
与大众合作生产的首款电动乘用车成功下线；芜湖中德智慧产
业园博世集团二期汽车多媒体项目正式投产。在我们的努力
下，安徽省开发区经贸交流合作说明会在德国法兰克福成功举
办；
2018 中德隐形冠军峰会在合肥经开区举行；
中德（安徽）产业
合作圆桌会连续三年在北京举办，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地方对
德合作的样板。
发展，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抱团前
进。我们认真学习借鉴沿海省市的先进做法，制订出台《国际
合作产业园评定管理办法（试行）》，组织开展首批国际合作产业
园创建工作。与沪苏浙三地共同推动成立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
展联盟，共同推动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朋友多了路好走，发
展经济就是要走出去。这一年，我们借助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
国际徽商大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等优势平台，推介宣传我省开发区投资营商环境，邀请客商赴
开发区考察对接。

美丽的长丰双墩双凤湖（长丰双凤经开区
长丰双凤经开区）
）
当然，这世上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我们开始经历风雨。
面对中美贸易战，认定一个道理：凡是无法将我们打倒的，必将
让我们更加强大。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面对经济围堵，我们
另辟蹊径，在太和县召开全省经开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会
议，动员全省开发区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组织
重点经开区组团赴德国、匈牙利、波兰、日本、韩国等国家开展
招商推介活动；组织重点经开区在北京及广东沿海地区成功召
开招商推介会。
是的，风雨中前行固然艰难，但苏东坡说“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贸易战带来的寒风如此刺骨，但凭借着那颗坚定发展
经济的心，我们依然昂首阔步，迈出安徽商务人最有力的步伐！
为积极履行全省园区非公党建工作的管理指导职能，我们
于 6 月和 12 月联合省委组织部分别在长丰双凤经开区、当涂经
开区召开全省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现场会，组织全省开发区
现场观摩。提振园区企业精气神、弘扬转型升级主旋律、凝聚
创新发展正能量，促进全省园区提升非公党建工作水平，全面
形成党建引领发展良好局面。

酒香也怕巷子深，工作更要重“吆喝”。这一年，我们的宣
传推介工作大放异彩。全国首创拍摄的安徽开发区宣传片，获
得商务部肯定；开展全省开发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宣
传活动，联合安徽出版集团，在《市场星报》开设每周“安徽开发
区”专版，与《安徽画报》共同推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安徽
开发区特辑”，新华社编印全省园区非公党建工作现场会政务
专供报告，新浪网独家跨国直播安徽省开发区经贸交流合作说
明会盛况……我们动用一切智慧，不断挖掘创新宣传方式，为
安徽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投资环境、改革创新摇旗呐喊，传播开
发区发展“好声音”、传递安徽经济发展“正能量”，被商务部向
全国推广，号召各省厅学习。
考试是对学生学习成果最直观的检验，而对于安徽开发区
来说，每年一度的“国考”同样重要。2018 年，我们建立长效机
制，充分发挥综合考评的指挥棒、探测器和刻度尺作用，严格对
照商务部考评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进入国家级经开
区培育期的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为开发区
问诊把脉。通过严格的考核，让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开发区自我
警醒，让已经生病的开发区趁早打针吃药，让生病严重的开发
区 抓 紧 住 院 治 疗 。 就 在 一 个 月 前 ，商 务 部 传 来 好 消 息 。 在
2018 年全国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合
肥、芜湖经开区位列全国前 15 强，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半数闯
入全国百强，整体水平比上年上升，处于中西部领先水平，成绩
实属难得。作为安徽开发区的服务管理部门，我们主动比照商
务部制定的国家级经开区标准，率先实行“准国家级”经开区综
合考评，包括双凤在内的多家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已经远超部
分国家级经开区，这份成绩单足以让我们骄傲。
古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对于开发区和企业来说，缺乏资
金，发展更是无从谈起。为了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我们绞尽脑汁
想办法、找出路，不仅与省农行签订《共同支持安徽省开发区经
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还举办“农行进园区”行动研讨会暨项目
衔接会，推动全省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一年来，我们多方
对接，最终促成一笔“大单”——联合进出口银行安徽分行，在未
来 3 年，
率百亿资金
“输血”
开发区。本钱来了，
发展还用愁吗？

当涂经开区福马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铜陵经开区奇点新能源汽车首款量产型发布

辉煌的 2018 已经过去，崭新的 2019 已然到来。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切实抓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紧扣“六稳”政策措施，紧扣五大发展行动计划，紧扣商务经济发
展新要求，以“八个以”为工作思路，以“六个一”为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模式，形成全国示范样板，做大做强一批重
点园区，实现开发区发展“四个转变”，充分激发开发区的利用外资主阵地、外贸工作主力军、商务经济主战场作
用，在全面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进位。

为做好 2019 年开发区服务管理工作，开发区处认真研究谋划、反复酝酿讨论，理清工作思路、明
确工作重点，全力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将重点通过建机制、夯基础，搭平台、促转型，
抓考核、共发展，强宣传、提形象，求精准、重实效，全面推进开发区在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进位。

建机制
体制改革是实现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保障。着力在健全体制机制上
分优劣，实施创新提升工程，明
确开发区管理体制，深化开发区
改革机制，理顺开发区联系机
制，健全项目工作机制，加
强处室管理机制。

濉溪经开区口子酒业职工正在加紧生产

强宣传
宣传推介是实现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着力在宣传推介影响
上看大小，讲好我省园区故事。开辟宣传展
示新窗口，建立合作交流新网络，打造宣传推介
新平台，策划开展“新闻媒体进园区行动”，广泛
宣传开发区优良的营商环境，提升知名度和认同
度，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为献礼伟大祖国 70
华诞，我们将继续联合安徽出版集团推出《安
徽画报》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安徽开发
区特刊，宣传开发区的主导产业、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非公党建等工
作成绩和亮点。

搭平台

求精准
精准服务是实现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制胜法
宝。着力在精准服务对接上比
深浅，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加强
非公党建精准服务，提升园区金
融精准服务，拓展人才培训精
准 服 务 ，聚 焦 政 策 引 领
精准服务。

马鞍山经开区

抓考核
动态考核是实现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抓手。着力在综合发展实力上
决高低，强化动态考核管理。充
分 发 挥 考 核 的“ 指 挥 棒 ”
“探测
器”和“刻度尺”作用,以考核促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深化
国家级经开区考评。

搭建平台是实
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途径。着力在招
商引资成效上定好坏，搭
建对外开放、项目合作、
产 业 转 移 、智 慧 园
区平台。

位于合肥经开区的清华研究院
进入 2019 年，我们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快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步伐，瞄准重点国家和地区，谋划一批“一带一
路”建设重点项目。深化皖德合作，继续推动我省江淮汽
车与德国大众新能源汽车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加
快推进中德（合肥）中小企业国际创新产业园、中德（芜湖）
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园建设。主动承接商务部园区金融服
务、飞地园区、国际合作园区三大试点工作，带领重点开发
区完成 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
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三大重点签约活动。继续强化动态
考核管理，实施创新提升工程，建设国际合作园区，而即将
开展的金融、媒体、党建、培训、外商、精准服务六大“进园
区行动”，也必将把开发区工作推向新的高潮。
新的一年，还会有五场大型盛会与大家见面。其中有
“七一”前夕献礼中国共产党的全省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
作现场会，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 2019 中德（安徽）产业合
作圆桌会，还有在德国举办高水平、高规格的安徽省开发
区投资环境说明会，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制造
业大会与中国国际徽商大会等，这些重大经贸活动都将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安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
位，让世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安徽、了解安徽、爱上安徽！
开发区是安徽产业融入全球的重要支撑平台，开发区
走出去是安徽融入世界发展的重要手段。安徽开发区的
一系列探索，实质上摸索出的是一条农业大省如何实现工
业化，后发省份如何迎接全球化、谋求经济跨越的路。开
发区所包含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实质上就是后发省份如何
实现经济腾飞的教科书和操作手册。2019 年，开发区应
当主动承担起历史使命，为安徽产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推
动安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做出
贡献。
2019 年，我们将秉承“精准、务实、创新、奉献”的商务
精神，切实抓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的落实，坚决完成好厅党组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专注于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改善园区营商环境，专注
于培育本土产业和创新，重视开发区品牌建设，在推进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进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淘不尽的，是我们
所坚定发展的决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们将在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为
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为全省商
务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安徽人坚定发展的决心都没有变，安徽商
务人秉承的商务精神也始终如一。2019 年，有机遇也有
挑战，但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把安徽经济发展得更好，让
安徽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我们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珍惜经济发展为安徽人民
带来的红利。作为全省开发区服务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我们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但是全省开发区、企业给了我
们强大的精神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有力量继续昂首阔步
走下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019 已经到来，
让我们满怀信心
和期待，
追随梦想的脚步，
一同迎接新的一年，
新的你我。
祝福安徽！祝福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