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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表
（三季度）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1 新培育省企业技术中心 100 个。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总结 2020 年度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工作。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第 30 批安徽
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 2021 年安徽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的通知》，开展
2021 年度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初步拟认定 169 家省企业技术中心。

2
新增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 300 项
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开展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工作，公布 2021 年安徽
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第一批）137 个、首批次新材料 50 种、首版次软件
120 项。
2.加强宣传，在厅门户网站开辟“三首”产品展示专区，引导企业对标研制；
会同省财政厅在安徽省政府采购网上开设“安徽省三首产品馆”，展销“三
首”产品。
3.落实“三首”政策兑现工作，组织开展制造强省政策“三首”研制和示范
应用奖补、保险保费补助专项资金申报。

3
开展重点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设计，编制 10 个以上产业
链供应链图谱，实施一批补链固链强链项目。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召开“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座谈会，调度 13 个行业和专项规划
及产业图谱的编制进展情况。《安徽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经厅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各行业和专项规划及
产业图谱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将按程序报厅党组会议审议。
2.组织开展制造强省工业强基和补短板项目申报，发布政策解读视频，指导
帮助企业开展申报，共申报项目 390 项。1-9 月预计实施补链固链强链技改
项目 220 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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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4
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三年行动计划，推行产业链
链长制和产业集群群长制。

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

调度各地经信部门，摸清各市产业链链长制和产业集群群长制及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工作进展现状。合肥智能语音集群通过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决
赛，并被人民日报选为全国 3 个优胜集群代表，进行深入调研和专刊报道。
会同省工信院实地调研各地先进制造业集群，参加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作交流
研讨会及先进制造业集群高峰论坛，组织省内重点集群参加第三批国家先进
制造业集群竞赛初赛，形成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情况分析材料。

5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在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
智能制造工艺等方面实施一批工业“四基”补短板项
目。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组织开展制造强省工业强基和补短板项目申报，发布政策解读视频，指导
帮助企业开展申报，共申报项目 390 项。完善工业互联网“三化”改造项目
实施细则，对企业实施“三化”改造项目的 3 年期及以上贷款给予贴息，引
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组织开展第二批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编制，进
一步补充完善重点项目库，各市初步上报项目约 500 项。1-9 月预计实施补
链固链强链技改项目 220 项左右。
2.公布 2021 年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第一批）137 个、首批次新材料
50 种。会同省财政厅在安徽省政府采购网上开设“安徽省三首产品馆”，展
销“三首”产品。落实“三首”政策兑现工作，组织开展制造强省政策“三
首”研制和示范应用奖补、保险保费补助专项资金申报。
3.组织开展 2021 年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评定工作，共评定智能工厂 41
个和数字化车间 227 个。

6
扩大制造业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实施亿元以上技术
改造项目 1000 项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编制投资导向计划，储备重点技术改造
项目 2600 余项，建立完善重点技改项目调度机制。组织开展第二批技术改造
投资导向计划编制，进一步补充完善重点项目库，各市初步上报项目约 500
项。指导芜湖等市开展项目融资对接活动，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题。1-9 月，
预计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改项目 900 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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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7
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8000 台以上，培育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 200 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确定第三批 42 家机器人企业在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机器人板挂牌；开展
2020 年度省政府机器人产业发展考核工作；开展第五届安徽省工业机器人技
术应用技能大赛；主办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暨第七届恰佩克颁
奖仪式；落实工业机器人专项政策，组织企业申报，已完成市县核查和专家
评审工作。1-9 月，累计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7000 台左右。
2.9 月 28 日-30 日在马鞍山市召开全省智能制造现场会，成立中国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安徽分盟，邀请国家智能制造专家、智能制造解决
方案供应商代表和标杆企业做培训交流，为省内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
车间提供指导。组织开展 2021 年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评定工作，共评
定智能工厂 41 个和数字化车间 227 个。

8 创建绿色工厂 50 家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完成 2021 年绿色制造项目投资导向计划审核发布，组织申报支持制造强省
政策绿色制造项目奖补。
2.推荐 5 家企业入选国家第三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公示名单，完成
2021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审核，累计推荐绿色工厂 30 家，绿色设计产品 121
种，绿色园区 3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2 户。
3.开展绿色制造和节能低碳宣传，开展绿色工厂日常节能监察和复审，评价
公布 2021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 60 家名单。
4.配合推荐有关企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

9 培育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50 家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开展第四批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工作，认定并对外发布省级服务型制造
示范企业 92 个和示范平台 10 个。广泛宣传发动、精心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级
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及项目，组织企业参加国家第三批服务型制造示
范申报培训交流会，推荐舜禹水务等 6 家企业申报示范企业，合肥荣电小家
电制造服务平台等 4 个平台申报示范平台，洽洽食品全球化可定制全价值链
数据驱动的快消食品产业集群供应链协同制造项目等 3 个项目申报示范项
目，合肥市申报示范城市。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推进服务型制造发展
合作倡议，共同促进长三角地区企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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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10 新认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00 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编制印发《安徽省工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组
织开展 2021 年（第八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公布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 154 家。在 9 月 27 日举办的“荣事达杯”安徽省第八届工业设计大赛上，
为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等 10 家新认定工业设计中
心代表现场授牌，安徽日报、中安在线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11 建成 5G 应用场景 100 个。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向省政府报送 5G 工作总结，获王清宪省长批示。下发 2021 年 5G 工作要点；
印发 5G 简报共 40 期。走访调研江苏微亿智造、精研科技等企业，了解 5G+
智能工厂建设情况。开展全省 5G 应用场景征集，梳理全省 5G 应用场景 285
个，涵盖智慧家电、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等近二十个行业。指导工业
互联网联盟、5G 联盟分别开展全省工业互联网十大优秀案例、5G+工业互联
网十大案例征集活动。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和扶持政策。印发工业互联网政策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
1-9 月，全省已建成 5G 基站 17301 个。

12
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 40 个，新增“皖企登云”企业
6000 家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完成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 42 个，其中工信部重点平台 20 个。以省政府名
义印发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和扶持政策。
印发工业互联网政策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数字经济政策已不执行）。推荐
长虹美菱等申报工信部网络分类分级优秀示范单位及解决方案。
2.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皖企登云”服务提供商并纳入“皖企登云”服务
资源库，在安徽民营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宣传推介。我省 3 家企业获评
工信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前三季度，新增“皖企登云”企业超 5600 家。本
年度世界制造业大会时间调整至 11 月，积极筹备世界制造业大会工业互联网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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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13 培育数字产业集群。
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

省数据资源局

1.成功举办 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持续推动长鑫、维信诺等重大项目建设，
长鑫上半年产能、良率爬坡顺利；维信诺项目实现首批量产交付。开展新型
显示、集成电路、太阳能光伏等行业数字化转型调研，配合做好电子信息制
造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开展 2021 年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
策专项资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相关项目申报工作。
2.总结中国声谷“十三五”发展情况，形成 2021 年中国声谷建设工作重点。
召开 2021 部省共同推进安徽智能语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国声谷“双
招双引”推介签约会。组织中国声谷企业参加世界智能大会、信息消费节，
开展技术和产品交流。召开中国声谷（北京）信创产业双招双引圆桌会议、
首台套创新产品示范应用对接会。印发实施《支持中国声谷创新发展若干政
策》和《中国声谷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组织企业申报支持中国声谷创
新发展若干政策。启动国际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品创新大赛，将世界声博
会纳入全年工作计划，已研究制定声博会活动方案并报省政府审定，部署筹
备工作并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14 支持线上经济“枢纽型”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进一步开展线上经济平台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线上经济发展情况、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收集企业意见与建议。调研维天运通、共生物流、洲峰电子等
“互联网+物流”领域平台企业，形成关于进一步落实对网络货运平台税收优
惠政策的建议并报送省政府。
2.完善省政府对各市政府数字经济发展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细则及指标。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评选“皖企登云”服务提供商并纳入“皖企登云”服务资源库，
在安徽民营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上进行宣传推介，推动企业使用云平台云服务。
本年度世界制造业大会时间调整至 11 月，积极筹备世界制造业大会工业互联
网论坛，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中积极融入线上经济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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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15
推进“中国声谷”扩园增量提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0%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总结中国声谷“十三五”发展情况，形成 2021 年中国声谷建设工作重点。召
开 2021 部省共同推进安徽智能语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国声谷“双招
双引”推介签约会。组织中国声谷企业参加世界智能大会、信息消费节，开
展技术和产品交流。召开中国声谷（北京）信创产业“双招双引”圆桌会议、
首台套创新产品示范应用对接会。印发实施《支持中国声谷创新发展若干政
策》和《中国声谷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组织企业申报支持中国声谷创
新发展若干政策。启动国际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品创新大赛，将世界声博
会纳入全年工作计划，已研究制定声博会活动方案并报省政府审定，部署筹
备工作并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16
扩大信息消费规模，培育信息消费创新产品 100 件左
右，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20 个左右。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形成 2021 年工作思路并确定年度目标，开展信息消费产品推广工作，梳理
2021 年信息消费项目投资导向计划，加大项目建设。遴选优秀信息消费创新
产品参加信息消费节，开展示范应用推广工作。组织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参加
世界智能大会。推荐安徽省 2021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名单。支持开展智
慧医疗联盟会议和全省粮食系统首版次产品应用对接会。评选并拟公布第九
批信息消费创新产品 150 件、第七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21 个。

17
健全企业服务平台体系，完善“皖企服务云”平台功
能，培育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40 家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印发《关于做好皖企服务云平台市县政策栏目建设工作的通知》，上线市
县政策库；引导服务机构入驻皖企服务云平台，截至 9 月底，已入驻 917 家。
加强皖企服务云平台宣传推广工作，累计推广企业用户 3 万个，访问量达 73
万次。
2.印发《关于开展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宣传活动的通知》，组
织服务机构对民营经济若干意见进行大力宣传。完成工信部统一部署的 2021
年中小企业服务月活动。
3.印发《关于组织推荐 2021 年度安徽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通知》，
启动省示范平台认定工作，各市推荐上报省示范平台 56 家，展开申请材料初
审工作，计划 10 月份开展审核遴选认定工作。赴芜湖市进行场地考察和相关
对接，依托芜湖市企业服务中心召开全省服务体系工作推进会议，举办全省
企业服务体系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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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进展情况 备注

18
深入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行动，培育 300
个“专精特新”及“冠军”企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对 16 个市开展 2020 年专精特新增速考核。组织开展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推荐工作，149 家企业获批。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
巨人”企业 91 家。开展 2021 年专精特新冠军企业认定，公布 100 户专精特
新冠军企业。印发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开展专
精特新奖补资金兑现申报工作。
2.对基金公司上报的首批 8 户直投项目尽调报告及拟投资方案开展审核及投
资决策，同意投资企业 7 户、投资金额 2.55 亿元。
3.推进“十行千亿万企”融资服务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合作银行累计发放
专项信贷资金 2900 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 13 万户。

19
持续实施民营经济上台阶行动计划，破除制约民营企
业发展的各种壁垒。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成功召开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表彰暨推进“十四五”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创业热情成就企业
家创意创新创造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皖发〔2021〕10 号）。
2.对 16 个市开展 2020 年专精特新增速考核。组织开展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推荐工作，149 家企业获批。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
巨人”企业 91 家。开展 2021 年专精特新冠军企业认定，培育 100 户专精特
新冠军企业。印发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开展专
精特新奖补资金兑现申报工作。
3.对基金公司上报的首批 8 户直投项目尽调报告及拟投资方案开展审核及投
资决策，同意投资企业 7 户、投资金额 2.55 亿元。推进“十行千亿万企”融
资服务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合作银行累计发放专项信贷资金 2900 亿元，支
持中小微企业 13 万户。推荐专精特新挂牌企业 100 户。
4.举办 2020 年度新徽商培训工程各专题培训班 21 期；完成 2021 年新徽商培
训工程招标工作，确定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 3 家中标高校；
召开新徽商培训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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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开展民营经济“双百”表彰。

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工商

联

1.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表彰暨推进
“十四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
创业热情 成就企业家创意创新创造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皖发〔2021〕10 号）。
2.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新媒体集团、中安在线等开设“优秀民
营企业巡礼”“优秀民营企业家风采”“冰燕对话——安徽优秀民营企业巡
礼”等专题专栏，通过人物访谈、通讯等形式报道优秀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典
型事迹。
3.携手安徽省广播电视台推出《走进挂牌企业之聚焦专精特新》《专精特新
挂牌企业报时安徽经济》等节目，为 53 家企业录制节目开展宣传。
4.省经信厅会同省委宣传部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台、安徽
广播电视台等中央驻皖和省直主要媒体，召开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宣传重点
选题策划会，会议围绕落实王清宪省长、何树山副省长批示，讨论了下一步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宣传重点选题。会后，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重点媒体
推荐了 50 余家国内细分领域“小巨人”企业，提供了多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对接资本市场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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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

导小组办公室

1.推动平等保护法治环境健全，建立涉民营企业案件数据库，对民营企业在
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经济行为，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准确把握法律适用，
坚决杜绝差异性、选择性司法，结合虚假诉讼专项治理，有效甄别虚假诉讼。
集中清理久拖不结、久办未果的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依法加快案
件办理进程。推动《关于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创业热情 成就企业家创意创新
创造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贯彻落实。
2.做好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和涉企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制定并向省
商事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1 年度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年度工作计划》，已完成全部监管事项抽查对象的抽取工作和部
分现场检查工作。截至 9 月底，共审查并出具意见书 18 份。

22 办好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6 月 17-18 日，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合肥成功举办。大会期间，上海合
作组织秘书长弗拉米基尔·诺洛夫视频致辞，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出席并致
辞，全球 10 多个国家近百名重量级嘉宾发表演讲，36 家中外企业展示了 100
多项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46 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协议投资近 270 亿元。
完成大会总结并上报工信部、省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