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表 

（前三季度）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1 

三、扎实做好强实体稳增长工作 

17．实施稳企强企增企行动。 

（8）大力实施“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培育行动，加快省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基金募资进度，培育一批“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小

巨人”企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印发《进一步发挥专精特新排头兵作用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安徽省

专精特新冠军企业遴选办法》，拟培育认定 2020 年度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100 户；推荐 70 户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至工信部。启动母基金直投，印发《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基

金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及四项配套制度，35 户立项企业已交由基金管理机

构开展尽职调查，拟投资金额 2.95 亿元。第四批共 109 户企业挂牌省专精特新板。 

2. 建立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后备库，入库企业 80 余家。向工信部推荐 10 家企业申报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冠军产品）。引导部分企业制定并落实《培育发展方案》，明确今后 3-5

年的目标任务、具体计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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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实做好强实体稳增长工作 

17．实施稳企强企增企行动。 

（10）进一步加力新生市场主体培育，推进“个转企”“小升规”。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

小组办公室 

出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开展

2020 年度省高成长型小微企业认定工作，认定省高成长型小微企业 100 户。联合省税务局、

省人社厅等单位起草并印发《关于推动小微工业企业上规升级的通知》，完善省中小企业梯

度培育体系，建立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指导培训，确保新上规模的企业

及时纳入统计范围。鼓励各地对“小升规”企业进行一次性奖补。1-9 月，全省新增注册民

营企业 24.27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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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实做好强实体稳增长工作 

19．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2）培育智能消费、定制消费等新模式，认定信息消费创新产品 100

件以上、创建信息产品体验消费中心 20个。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举办“中国信息消费馆”发展研讨会，就“中国信息消费馆”运营模式、场景解决方案等

进行研讨并开展智能消费、定制消费等解决方案征集。完成首届信息消费节活动实施方案

并上报省政府，继续推进首个信息消费馆建设。我省 4 个项目获评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

项目。组织我省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参加世界智能大会。完成第八批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和第

六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申报并开展评审筹备工作。组织消费创新产品城市行，开展信息消

费示范城市动态管理。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4 

四、加快提升创新能力 

21．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6）建立健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支持政策，推广新产

品首次示范应用。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制定发布《关于印发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皖政秘〔2020〕52 号）、《关于印发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

件评定管理暂行办法》（皖经信装备函〔2020〕236 号）、《关于印发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皖经信装备函〔2020〕411 号）。组

织“三首”产品示范应用奖补、保险保费补贴项目申报、评审和资金兑现等工作，发布 2020

年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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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3．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3）实施优势产业强链补链工程，出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实施意见》，编制实施产业链重点工程施工图。支持上

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制定并发布《2020 年产业

共性技术攻关目录》。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印发并推进《关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意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工作方案》实施工作，开展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工作调研，完善企业、项目支撑。下

发《关于做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的通知》；编制发布《工业项目投资导向计划》，建

立重点项目库。围绕工业“四基”方向，制订《安徽省工业强基任务表》。开展制造强省政策

申报工作。 

2. 组织召开《安徽省 2020 年产业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库》专家论证会并印发实施，制定发布

《重点领域补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攻关指导目录（2020）》和《重点领域补短板产品和关键

技术攻关任务揭榜工作方案》，发布任务 104 项，其中 76 项任务成功选定 99 家揭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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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3．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5）开展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中国声谷”入园企

业超千家、产值超千亿元。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向工信部报送《工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资金实施单位项目中期检查报告》《合

肥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总结》和《合肥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项目实施情

况报告》，会同合肥市指导智能语音集群做好参加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的准备工作。 

2. 成立安徽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联盟；召开中国声谷座谈会、部省共同推进安徽智能

语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印发推进中国声谷建设工作要点和项目投资计划，编制中国

声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服务指南。举办合肥网络安全大会、国际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品

创新大赛。参加世界智能大会。开展中国声谷龙头企业招商活动，入园企业 951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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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2）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 1000 项以上，实现技改投资增长 10%

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印发《关于实施高水平技术改造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下达《安徽省 2020 年工

业项目投资导向计划》，实施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技术改造项目，支持项目 75 个，补助资

金 9143.5 万元。联合国开行安徽省分行共同推荐 7 个项目，争取国开行专项优惠信贷支持，

争取授信额度 141.6 亿元。下达征集第二批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项目通知；开展制造强省

工业强基设备补助和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申报工作。依据省市县三级调度系统，调度重点项

目进展，推进项目实施。1-9 月，累计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改项目 983 项。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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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3）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创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200个，

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6000台。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编制智能制造项目和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导向计划，推进应用项目建设。开展省级智能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申报工作并组织评审。1-9 月，累计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4500 台以上。 

2. 印发优秀案例集《工业互联网安徽方案》。加强工业互联网长三角一体化合作，与上海共

同主办 2020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开展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评估工作。向工信

部推荐 10 个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

全分类分级管理试点工企业名单。开展 2020 年支持数字经济政策项目评审工作。筹划编制

工业互联网十四五规划。优选十大全省 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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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4）创建绿色工厂 50家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完善全省绿色工厂信息库，开展绿色制造宣传和绿色工厂日常监督。完成年度安徽省绿色

工厂评价工作，确定公布 2020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 50 家。推荐国家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

28 家绿色工厂、108 种绿色设计产品、2 个绿色园区、5 家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获工信部公

示。组织开展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020 年）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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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5）持续推动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培育工业精品 100项、

创新产品 500项。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完成 2020 年省新产品项目库建设工作，发布项目 2000 项。上半年共认定省新产品 155 个，

正在开展第三批审核工作。完成 2020 年度安徽工业精品专家评审和厅局函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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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5．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1）加快发展工业设计、现代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培育认

定 20家以上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办好安徽省工业设计大赛。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组织开展 2020 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全省共申报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70 家，已

完成认定 90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并对外发布。举办 2020 年安徽省工业设计创新发展培训

班。召开 2020 年安徽省工业设计产业联盟工作交流会。 

2. 印发《安徽省第七届工业设计大赛方案》，举办安徽省第七届工业设计大赛，完成综合赛

工业设计产品征集工作，累计征集各类工业设计产品 700 余件；批复同意举办 27 个专项赛，

专项赛数量同比增长 19.5%，已完成各专项赛评审工作；认真谋划大赛终评、颁奖仪式、展

览展示等活动。 

 

12 

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5．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2）支持发展共享生产、柔性定制、网络协同、服务外包等新业态，

创建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30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重点围绕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共享生产等新业态，组织开展第三批省级服务

型制造示范遴选工作。全省共申报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189 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

平台 55 个。已完成认定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63 个和示范平台 21 个，并对外发布。 

2. 研究谋划我省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政策，完成 2019 年我省服务型制造发展报告。联合

12 个省直部门转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在重点模式、重点行业

中，挖掘发现典型经验并宣传推广。赴合肥、蚌埠、芜湖、马鞍山、阜阳等市开展服务型

制造发展情况调研，形成服务型制造调研报告。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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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实施 5G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打造 5G 产业研发试验基地、生

产制造基地和应用示范基地，组建 5G 产业发展联盟，促进 5G 移动

互联建设和 5G+产业发展。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印发《支持 5G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安徽省 5G 发展规划纲要（2019—2022 年）》《安徽

省加快 5G 发展专项协调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2020 年安徽省 5G 发展工作要点》和《支

持 5G 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召开全省 5G 现场会；协调推进 5G 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开

展 5G 优秀项目征集，收集 5G 典型场景应用至 10 大类共 100 个。督促组建 5G 产业联盟；

协助举办 5G+工业互联网论坛；优选十大全省 5G+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案例。召开会议协

调解决 5G 基站选址难进场难问题。截至 9 月底，全省已建成 5G 基站 214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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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3）推动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 

1. 组织召开研讨会，研究区块链在工业领域推进应用。指导维天运通等省内物流企业、金

融、征信机构研究组建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联盟。邀请龙头企业和专家与我省线上经济企

业进行座谈，指导中科美络等安徽工业企业应用区块链。推动建设银行与维天运通加强区

块链合作，协调维天运通、井通科技、兴业银行筹划组建“区块链+金融”服务联合体，解

决小微企业金融供应链问题。维天运通（路歌）平台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入选工信

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产品及活动推荐目录（第二期）》。 

2. 推动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我省中科美络等企业的 4 个项目入选工信部物联网关键技术

与平台创新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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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5）大力发展工业 APP，新增“皖企登云”企业 5000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开展优秀工业 APP 征集工作。联系、调研百助网络，商议建设工业 APP 合集，推出工

业 APP 应用平台。协助组织参与工信部举办 2020 年全国工业 APP 和信息消费大赛。开展

2020 年支持数字经济政策项目评审工作。 

2. 向工信部推荐 15 个企业“登云”优秀案例；组织动员 17 家云服务商在疫情期间为企业

提供 82 项免费或优惠云服务。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江淮线上经济论坛“5G+工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编制《安徽省支持线上经济“枢纽型”平台企业发展若干政策》，鼓励创办线上

经济平台企业。支持举办合肥助力皖企登云及数字化转型峰会、第二届安徽省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峰会、2020 云栖大会合肥专场等活动。前三季度，累计新增“皖企登云”企业 45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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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29．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4）支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编制发布 2020 年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导向计

划。组织企业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 358 项，总投资 55 亿元；实施智能制造

项目 340 项，总投资 309 亿元；实施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 144 项，总投资 40 亿元。组织开

展 2020 年度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评定工作，经第三方机构评审、公示等程序，已发布 2020

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惠企政策宣传，促进企业发展，

发现好的企业和产品，推荐参加下一届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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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29．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6）支持尾矿和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 

下达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投资导向计划；围绕一般工业固废和大宗固废，完成全省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有关情况调查，经摸底了解，全省主要工业固废粉煤灰、炉渣、磷石膏、冶炼废

渣综合利用企业分别为 59 家、50 家、23 家、23 家。对部分企业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导向计

划实施情况进行现场调研，督促加快实施进度。研究筹备资源综合利用第三方评价工作分

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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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6．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1）出台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举措，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

和问题。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

小组办公室 

1. 成立我省贯彻意见起草专班，在梳理现有政策、收集外省政策、摸排民营企业困难问题

和吸纳各市、省有关单位建议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的实施意见》初稿，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进一步修改完善。 

2.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

会重要讲话精神，对《实施意见》做了补充完善，报送省委改革办。 

3. 9 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对

《实施意见》进行了补充完善。目前，待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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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6．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3）继续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督促各市、各部门根据还款计划偿还拖欠账款。截至 9月底，全省共梳理确认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18.1 亿元、已偿还 10.7 亿元，其中，无分歧欠款 7.8 亿元已全部“清

零”。 

2. 截至 9月底，省清欠办累计收到各类拖欠账款投诉问题线索 721件，其中国务院减负办

转办 165 件。经核实，属于我省清欠工作范围 114 件，涉及账款 33522 万元；已办结销号

106件，偿还账款 309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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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6．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6）选树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省工商联 

制定《安徽省百家优秀民营企业和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实施方案》，印发《关于开

展安徽省百家优秀民营企业和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皖民营〔2020〕

3 号）；确定年度民营企业百强榜单并召开全省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会，发布年度排序结果和

调研分析报告；将召开评选委员会会议的请示（含推荐审核情况汇报、拟表彰排序名单、

评选委员会会议方案<送审稿>）上报省政府；根据省领导批示精神，将不合格企业退回有

关市，并要求补充推荐参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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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38．推进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建设。 

（8）积极申办 2020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工信部已函复同意共同主办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会同合肥市相关部门赴工信部汇报 2020 世

界显示产业大会筹备情况；会同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合肥市政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等在合肥召开大会筹备工作会，研讨细化大会方案；形成大会总体方案上报省政府

审议并原则通过。目前，正根据大会方案，积极推进相关筹备工作。配合合肥市等开展招

商招展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