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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所属的淮北市素有‘小上海’

之称，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上海市大量

知青朋友到淮北支援建设，与淮北人民结

下了深厚情谊，也将沿海地区的开放思想

带到了淮北。”李端新告诉记者，如今，濉

溪以铝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铝基新材

料，已经成为全国铝加工业版图中的重要

一块。而作为全县经济重要支撑的濉溪

经济开发区，提出打造濉溪基地铝产业

“千亿板块”，成为中国知名铝基新材料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发展目标，正式形成了

“南铜北铝”的稳固格局。崭新的“铝都”

新星，已经在濉溪冉冉升起。“濉溪经开区

欢迎您！”李端新在采访中向全国乃至全

球的宾朋发出了最诚挚的邀请。

“工业制造，材料先行。近年来，濉溪

经开区铝产业集聚发展势头强劲，获批安

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现有

上下游企业 50 余家，基本形成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同时，经开区与中科院宁波材

料研究所、中科院老专家技术中心签订合

作协议，成立了两家院士工作站。建成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

17 家。2018 年，濉溪经济开发区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 269.2 亿元，重点项

目建设总投资35.95亿元。”李端新在采访

中自信地亮出了开发区优异的发展成绩。

“多年来，在省商务厅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濉溪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

我们积极实施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按照

‘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业基

地’的发展路径，围绕主导产业，重点发展

铝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的进步。”他表示，“经开区将依托战新基

地，进一步招引铝基延链补链项目，加快

科技创新，更大力度发展铝基产业，为推

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濉溪经开区已被列入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培育期，进入商务部

管理的开发区序列，成为皖北地区最具竞争

力和活力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之一。”李端新

告诉记者，新的时期，濉溪经开区最主要的

任务是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是

目标，改革创新是手段。通过大胆创新、开

拓进取，园区将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提升

服务效能，优化投资环境，狠抓任务落实，

为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和加快

新时代“四个濉溪”建设而不懈努力。

“在新常态下，濉溪经开区以国家火炬

特色产业基地为依托，加快发展铝基材料战

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制定铝产业发展规划

和促进政策，充分依托产业基础，通过政府

推动，企业主导，以优势互补、经济合作的方

式，推动产业调整与转型升级，促进铝产业

集群化、集约化发展。”李端新告诉记者。

李端新介绍，濉溪经开区依托浩丰实

业、恒兴汽配、合拓部件公司等市场前景

好、产品档次高、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予以重

点扶持，促其依托产品优势，做大做强，在

现有油泵、电机、传动机构、液压制动器、减

震器、刹车片等产品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招

引新能源汽车部件、发动机总成、电子助力

转向系统、滤清器等项目。

以省装备制造产业化示范基地为依托

加快改造提升机电装备制造产业。通过改

造升级、创建品牌和管理创新等措施，大力

实施传统产业提升计划，支持金鸿盛电气从

加工制造型向品牌效益型转变。推进广博

机电、矿山机械、高罗装备等企业加快技术

改造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推进机电装备类

产品制造由初级向高、新、特、优终端产品延

伸，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环

节延伸，不断扩大传统产业和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的份额，实现产业规模化、基地化发展。

“同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经开区将

僵尸企业按照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

算等类型进行分类处置，成立了‘僵尸企

业’清理工作办公室，盘活低效闲置土地。”

李端新说。此外，经开区继续落实企业帮

联政策，强化精准帮扶。深入推进“四送一

服”“降成本20条”“降成本新10条”等政策

落实，服务园区生产企业。强化企业包保

责任，实现区内企业包保全覆盖，积极主动

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土地、资金、用

工、管理、创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行“一

企一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政务服

务水平，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做大

做强，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龙头产业
依托特色产业，加快发展铝基材料新兴产业

濉溪经济开发区入驻企业 260 余家，其中规模

企业 98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8家。濉溪经开区

的这一张张亮眼成绩单是依靠强大团队艰苦奋斗“拼”

出来的。采访中，濉溪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陆登峰表示，濉溪经开区牢牢把握争创国家级经开区

的目标定位，保持当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坚定目标追

求，不断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坚定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方向，紧抓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

基复合材料高速发展的机遇，加大自主创新。

濉溪经开区工委委员、组宣委员化鹏程告诉记

者，“目前园区内铝基产业发展呈现规模扩张、产业集

聚、质量提升的良好态势，集聚效应和牵动能力不断

增强。下一步，力争把铝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建成产业

集聚度较高、竞争优势明显的铝产业加工基地。”

濉溪经开区铝基办公室主任王路介绍，经开区自

主创新的过程中将持续推进铝基复合材料，生产高强

度铝基结构材料，争取培育10亿元以上龙头企业3家。

园区发展，招商先行。濉溪经开区招商局局长陈

若文分享招商工作的点点滴滴时感触很深，“亲商、安

商、扶商的氛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了更好地提

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我们坚持以身作则，真正

做到以情感商、以情促商、以情引商、以情留商，发扬

钉钉子的精神，进而感动企业，留住企业。”他说。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濉溪经

开区科技发展局局长殷玉琴表示，园区始终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培育科技创新主体；不断加大

科技经费投入，激发双创工作热情；重视科技人才、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全力打造经开区优质的营商环境，濉溪经济开

发区始终以为企业和项目入驻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为宗旨。经开区投资服务中心主任胡启新向记者介

绍道：“我们从项目入驻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想企

业之所想，急项目之所急，全力以高办事标准，低姿

态服务，为营商环境改善尽应尽之力。”

新形势下，濉溪经开区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深入

贯彻发展新理念，成为铝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

和推动濉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淮

北市打造苏鲁豫皖四省交汇区域开放创新新高地作

出了积极贡献。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和技术的支持。濉溪经开

区在全省率先成立科技发展局，并与淮北市科技局

合作成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开发区分中心，签订技术

合作10余项，上海交大、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分别与

区内企业合作设立中试基地、博士工作站、产学研合

作中心等机构。目前已经累计引进高端技术人才 2

人，培养技术、管理人才35人。

多年来，濉溪经开区坚持科技立区，依靠创新

提升产业，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打造创新园区、智慧

园区、生态绿色园区，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 18

家，淮北市“555”产业创新团队 12 家。目前濉溪经

济开发区已进入国家级经开区培育期，被纳入商务

部管理考核序列。为此，该区专门制定了相关实施

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安排专班人员，明确目标责

任，对照新的考评体系积极核准，补差补缺，准备随

时迎接考核。

提及园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李端新向记者展

示了一幅美好蓝图。他介绍，目前濉溪经开区已

进入国家级经开区培育期，被纳入商务部管理考

核序列，在全力备战“国字号”、冲刺国家级经开区

的同时，也将积极努力创建高标准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工作。

“今年园区将把铝基新材料和汽摩配产业作为

推进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重要抓手，以重点项

目建设为带动，逐步完善产业链。坚持‘核心抓工

业、重点抓项目、突出抓招商、强力抓环境’的工作思

路，大胆创新，优化投资环境，努力把开发区打造成

主业突出、特色鲜明、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现代化、

创新型工业新区。”李端新介绍，未来，园区将形成铝

挤压、压铸、板带箔、复合铝基材料、再生铝资源完整

产业链条，提高铝产业集聚度。

最强“战队”濉溪经开区的发展是强大团队“拼”出来的

转型升级 创新推动转型升级，全力冲刺“国”字号

此次会议规模之大、

规格之高较以往都有历史

性突破，可谓是创下“有史

之最”。那么，为何将如此

盛会选择落地濉溪经开

区？带着疑问，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

对大会承办方濉溪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李端新进

行了专访。

两岸潮平阔 风正好扬帆

26载拼力开拓，濉溪经济开发区“惊艳”长三角

濉溪，皖北江南，商汤相城，嵇康故里。千百年来，沧海桑田，111万勤劳

智慧的濉溪儿女在此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百十余年云蒸霞蔚炼铝术，万千铝

业人高歌猛进谱新篇。濉溪经开区始建于1993年，“铝业之都·创新高地”的

传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19年3月15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省商务厅参与主办的长

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项目对接会暨安徽濉溪经开区承接产业转移对接会

将在濉溪经开区盛大起航。此次大会可谓是大咖云集，中国开发区协会、安徽

省商务厅、安徽省开发区协会、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理事会成员单位、

京津冀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上海市经信委、浙江省商务厅、上海市开发区协

会、浙江省开发区协会、广东省产业园区协会、陕西省开发区协会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都将共赴盛会。

我国三大最活跃经济区域究竟为何齐聚“铝都”濉溪？26年来，濉溪经开区

又历经了怎样的沧桑与辉煌？新时期下，濉溪铝产业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内涵和

变革创新？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铝都”，在历史与现代的碰撞激荡中，寻找那

份不变的钉子精神和执着匠心。

3月15日，由省商务厅参与主办

的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项目

对接会暨安徽濉溪经开区承接产业

转移对接会就将揭开它神秘的“面

纱”，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较以往

都有历史性突破。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上，承办此次盛会

的濉溪经开区，早已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经开区瞩目的中心。

当翻开濉溪经开区的历史长卷

时，记者发现这里原本是一个没有铝

矿的地区。那么，没有铝矿的濉溪为

何能大力发展铝产业？“濉溪作为一

座因煤而建、缘煤而兴的城市，煤炭

枯竭型城市成功转型成‘铝都’，是有

一定必然性的。”濉溪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李端新说。

据介绍，1993 年濉溪经开区刚

成立时，作为当时全省仅有的两家铝

厂之一，濉溪铝厂就把分厂作为第一

个入驻项目，率先在园区“安了家”。

那时，铝厂的双零铝箔产品早已在国

内有很高的知名度，铝产业的沃土也

孕育了许多濉溪籍的中高端铝专业

人才。大量中高端铝专业人才，利用

自身专业优势为濉溪经开区贡献力

量，引进了大量大型铝加工企业。

经过 26 年的风雨历程，濉溪经

开区已经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铝产

业基地，并积极打造全国铝产业运作

平台。如今，园区内已经入驻企业

300 多家，并形成了（铝基）新材料、

机电装备制造和精细化工的三大主

导产业。

现如今，濉溪铝产业基地具备年

加工各类铝材约 100 万吨的能力。

沪源铝业、美信铝业、家园铝业、富士

特铝业、银丰铝业、华中天力铝业、力

幕铝箔等龙头（骨干）企业均保持了

强劲的增长势头，涉铝企业全年完成

规模工业产值超120亿元。

2018 年，濉溪经开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产值完成 269.2 亿元，财政

收入达 11.5 亿元，招商引资实现固

定资产投资 14.74 亿元，利用省外资

金48.3亿元，利用外资8277万美元，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0个。

近年来，省商务厅、省开发区协

会与上海等沿海城市保持良好态势，

2018 年 12 月中国铝箔产业发展（濉

溪）高峰论坛在濉溪经开区成功举

办，当天12个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濉溪

经开区，涉及投资总额超 100 亿元，

濉溪铝基新材料院士工作站、皖北铝

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也成功揭牌。

无独有偶，在 2017 年 11 月举行

的以“千亿板块、聚变未来”为主题的

安徽淮北濉溪铝产业发展高端论坛

上，就现场签约了 13 个共涉 91 亿元

投资额的招商引资项目。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濉溪经开区

多年的努力也获得了国家和省政府

的认可。2016 年 8 月，濉溪经开区

被省政府确定为安徽省第二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于 2018

年获批国家火炬铝基特色产业发展

基地，并建成安徽唯一一家铝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铝都”新星冉冉升起
濉溪经开区欢迎您！

专访濉溪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端新

本版稿件文图 记者 张贤良 张倩莹
统筹 曾梅 部分图片由濉溪经济开发区提供

无中生“优”
26载拼力开拓 成就全省最大规模铝产业基地

铝产业标识遍布园区

美信铝业生产车间

1.2018年5月濉溪经开区被科技部核定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2.拥有安徽省唯一一家省级铝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

级铝制品检测检验中心申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成立“濉溪铝材料产业基地研究院”

4.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先进单位

5.浙商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

6.全国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园区

7.中国百佳科学发展示范园区

8.铝基新材料专业商标品牌基地

9.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10.目前，濉溪经济开发区已被列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培育期，进入商务部管理的开发区序列，成为皖北地区最具竞争力

和活力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之一

濉溪国字号“英雄榜”

濉溪经济开发区一角

浩丰实业铝活塞生产车间口子酒业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