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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从 2013 年起步，5 家企业、不足 4
亿元的年产值，到 2020 年产业链企业

14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82 家，实

现产值 241.2 亿元，芜湖只用了 8 年时

间。

在 9 月 14 日举办的 2021 第十一

届中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暨第七

届恰佩克奖颁奖仪式开幕式上，芜湖

市委书记单向前列出的这一组数字，

除了令人惊叹“智造未来、超乎想象”

之外，还让人忍不住想探究：8 年来芜

湖机器人产业以几十倍的发展速度高

歌猛进，凭什么？

壮志在胸
厚植一个产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在

会上发布的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城市

排行榜 TOP10 的名单中，芜湖以总分

51.9的成绩，位列第六。

芜湖，乍一看并不起眼，在长三

角地区并非处于“C”位，却凭借机器

人产业跻身众多一线城市并呈现“腾

飞”之势。为什么是芜湖？芜湖凭什

么？

人们从芜湖市鸠江区副区长洪

志强讲述的芜湖机器人产业发轫的

故事，或许可以窥探一二。2007 年 8
月，前身是芜湖奇瑞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的埃夫特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并于 2011 年首次实现国产工业

机器人在汽车生产线应用，开启了芜

湖人制造工业机器人的梦想。

2010 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决定》，支持各省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顺势而动，芜湖机器人产业基

会谋划于 2012 年，建设于 2013 年。

2013 年 10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批复《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区域集聚发展试点方案》，重点支持

以芜湖为龙头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同年 11 月 20
日，芜湖市委、市政府决定以鸠江区

为核心区规划建设芜湖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产业基地，重点布局发展机器

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外围配套设备

及工业自动化装备。同年 12 月，一个

规划面积 3.53 平方公里的机器人产

业园，在芜湖市鸠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启动建设。2015 年，该园获批安徽省

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以此为基础，芜湖在 2018 年牵头

组建了 G60 科创走廊机器人产业联

盟。2019 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布局，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芜湖机器人示

范园区和 2020 年芜湖自贸区的建设，

使得芜湖机器人产业迅速实现腾飞。

对此，单向前感慨地说，芜湖是

一座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他说：

“围绕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我们

与业内众多专家和技术人员一起，

‘十年磨一剑’，建成全国首个国家级

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率先形成了

全产业链集聚发展态势。”

寻寻觅觅
遇见恰佩克奖

恰 佩 克 是 谁 ？ 他 是 英 文“robot
（机器人）”一词的创造者、捷克科幻

小说家卡雷尔·恰佩克。

1920 年，恰佩克发表世界科幻文

学经典剧本《万能机器人》，由此发明

了“机器人”一词。谁也没有想到恰

佩克奖会与芜湖结下不解之缘。

事实上，在芜湖机器人产业布局

并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机电一体化

技术应用协会也在思考和探索如何

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和跨越发展，推进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建设，为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做出积极贡献。

于是，为发现和打造机器人行业

的“诺贝尔奖”，为行业发展树立标

杆，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追

根溯源，于 2014 年创办了恰佩克奖。

今年是恰佩克奖启动的第七个

年头，也是自 2019 年以来，芜湖连续

举办该会议的第三个年头。他们结

缘的契机何在？

在 2017 年举办的第三届恰佩克

奖颁奖典礼上，芜湖机器人产业园从

多个国内机器人产业园中脱颖而出，

荣 获 2016 年 度 最 佳 机 器 人 产 业 园

奖。园区龙头企业埃夫特智能装备

公司荣获 2016 年度杰出企业家奖、最

佳销量品牌奖、最佳行业应用奖 (喷
涂行业)、最佳行业应用奖 (汽车零部

件)4 项大奖。与此同时，恰佩克奖也

因其含金量高，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机

器人行业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

项之一。

“众里寻他千百度”，双方可谓相

见已恨晚。2019 年，第五届恰佩克颁

奖典礼首次在芜湖举办，此后连续 3
年，芜湖都是举办地。

“大会连续在芜湖举办，是基于

芜湖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优良的

营商环境，以及工业机器人本体强

劲、服务机器人多元发展、关键零部

件打破垄断、系统集成覆盖广泛、特

种装备填补空白、人工智能重点发力

的全产业链“抱团”发展生态。”中国

机电一体化协会会长李亚平如是说。

伴随着恰佩克奖带来的行业“镁

光灯”效应，芜湖机器人产业园率先

在全国实现了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机

器人本体全面接近国际一流水平，并

连续多年荣获全国最佳产业园称号，

在历年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考

评中名列第一梯队。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遇见恰佩克，预见新未来”。正

如单向前所言，芜湖因为厚植了一个

产业、遇见了一个奖项，在新时代发展

的浪潮中，预见了一片新洞天、开拓了

一片新蓝海。

目前，国家芜湖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总面积达 5300 亩，拥有 20 万平方米

的机器人孵化器。产业集聚效应日趋

显现，涵盖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系

统集成、服务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装

备等六大板块，形成了以研发、投融资、

应用推广、人才支撑、产业链协同的全

产业链发展生态。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牛弩韬介绍说，芜湖是我国首个国

家级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安徽“芜

(芜湖)马(马鞍山)合(合肥)”机器人产业

集聚区，是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机器

人产业基地。安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

已形成了关键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

示范应用的特色产业链条，机器人产品

畅销国内外。

牛弩韬透露，根据规划，到2027年，

安徽机器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预计突

破1800亿元，智能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

器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大会开幕当天，芜湖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产业“双招双引”重大项目签约，京东

芜湖智能供应链产业园项目等10个项目

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达117.15亿元。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许礼进认为，芜湖的机器人产业能

够实现快速发展，市场需求是最大的发

展动力。此外，也与国家层面及安徽

省、芜湖市、鸠江区政府等出台的相关

政策，以及芜湖机器人产业在集成、整

机、核心零部件布局形成的协同发展，

从而具备一定竞争力密切相关。

未来，如何做大做强？李亚平表

示，芜湖机器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后

劲十足，“我们考虑未来 5年、甚至常态

化把大会落户芜湖，共同为芜湖机器人

产业发展蓄能，助推芜湖起飞。”

单向前说，芜湖这片创新创业的

热土永远敞开怀抱，“我们将全力当好

‘金牌店小二’，做好‘五星服务员’”，

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创新推

行 1%工作法、畅聊早餐会等涉企服务

措施，精心打造“网上政策超市”，竭诚

为每一位投资者提供最理想的投资平

台、最丰厚的创业回报。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昆山高新区

党工委以探索布局区域化党建为抓手，

着力完善坚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探索形

成“一轴四站五进”工作法，持续提升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

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昆山高新区建立了 4个功能定位

各有侧重的区域党群服务站，推行标

准化建设、区域化覆盖、专职化管理、

项目化服务“四化”工作模式，打造以

阳科园“标准化建设”、吴淞江“人才党

建”等为代表的 4个党群服务圈，举办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两新”组

织）党务先锋实训营19期，培育“一支一

品”63个，发展高知群体党员13名，评选

第五届“党员工匠”10名。全面实施“对

标贯标达标”工程，推进先锋阵地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建成中科可控、清越科

技等20余个党建示范点位。

昆山高新区完善“1+4+N”党群服

务矩阵，推进红学院、创业家等先锋阵

地建设升级，打造“中国‘芯’· 中国梦”

等党建服务品牌，常态开展“非公五进”

活动，构建“15分钟党群服务圈”。丰富

阅读马拉松、观影上党课、“两新”大讲

堂等品牌内涵，季度化开办党史学习专

题活动9场。深化“两在两同”建新功行

动，“党员帮帮团”机关党建联盟进企服

务72场次，创新开展“红云购”线上直

播、“红云课堂”大咖开讲等特色项目，

覆盖党员群众超3.2万余人。

昆山高新区成立全国首个园区工

作站，举办长三角区域国家高新区“两

新”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为“两

新”组织党建品牌传播、党建创新发

展链接更多“党建+”服务。30 余家

“两新”组织与行政村开展结对共

建，36 名“两新”组织书记担任社区

“大党委”兼职委员。组建4支“党建+
金融+网格”助企惠民先锋队，为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

力。 昆高宣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渭南高新区

19 名非公企业选派书记立足“党建

强 发展强”定位，以“三抓”举措，强

党的建设、聚发展合力、助企业发展。

渭南高新区选派书记深入企业

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陕西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

渭南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

及高新区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

渭南高新区引导“隐性”党员和

“口袋”党员亮明身份，纳入组织管

理，及时建立党员管理台账；探索建

立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

养成管理层的常态化“双培养”机制，

及时把企业符合条件的“高知”“高

技”和优秀青年吸收入党。

渭南高新区坚持党建带团建，联

合工会组织开展走访摸排，帮扶慰问

困难职工，创新救助方式方法，建立

职工救助基金，对困难职工优先启动

救助基金，解除员工后顾之忧。在创

新党建活动形式方面，举办了弘扬建

党精神专题宣讲会、“党的故事我来

讲”“百年献礼庆华诞 红心向党迎七

一”等各类主题活动，结合企业行业特

点把党史学习挺进车间生产一线，用党

的奋斗史激励工人党员，提升工人党员

尽职担当意识。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开展“戴党徽、亮身份、明责任”活动，非

公企业党员把党的宗旨、党员权利义务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在党意识；划

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

“党员示范岗”，建立党员工作突击

队、技术攻关组、志愿服务队，发挥关

键岗位党员团队、党员骨干作用，用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发展合

力。 肖宏

近日，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咸阳高新区赵梦桃纪念馆举

行。赵梦桃是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其倡导的“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

困难、送方便”的思想和行为品德，被概括为“梦桃精神”。赵梦桃纪念馆先后被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及咸阳市委宣传部授予爱国主义教

育 基 地 和 陕 西 省 青 少 年 教 育 基 地 、咸 阳 市 青 少 年 教 育 基 地 称 号 。

图片来源：咸阳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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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东生说，为切实解决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难题，佛山高新区整合“一

区五园”力量，成立佛山高新区高鑫科

技产业投资基金、广东猎投三期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基金等一批产业投资基

金，以有限财政投入撬动大量社会资

本加入，扶植一批高技术含量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让金融“活水”浇灌高新

区科技产业“沃土”。

此外，佛山高新区搭建“中小融”

平台——佛山高新区服务专区，组织

开展科技金融服务推介会，为企业打

通融资绿色通道。

越是企业困难时期，越要发挥党

组织的作用。潘东生向记者讲述了佛

山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单位佛山火炬创

新创业园有限公司以实际行动服务企

业的事例。

今年 5 月，佛山火炬创新创业园

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党员服务周”’

活动，实行“一对一”结对走访园区企

业，上门为企业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受到了园区企业的一致好评。

为帮助企业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佛山火炬创新创业园积极帮助企业与

资金公司、上市管理公司等对接，定点、

定人、定期联系帮扶入园企业，为入园企

业减免租金超370万元，打造党建领航

品牌与创新产业的园区“铁军”。

发力智能制造
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然而企

业数字化转型却面临“不会转、不敢

转、不能转”的难题。数字化转型真有

那么难？佛山高新区选择

主动攻坚克难。

原料、压机、窑炉、抛

光、打包……一块瓷砖的

“出生”历程，清晰完整地

显示在佛山高新区企业广

东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整厂智能生产管理系统的

监测数控屏幕上。红色、

绿色、黄色的数据和图表

闪烁波动，一旦有参数运

行异常，不同层级的管理

人员便会相继接收到调整指令，没有

一块“不健康”的瓷砖可以逃过大数据

的“眼睛”。

近年来，佛山高新区结合发展实

际，实施“场景赋能”工程，创新定位方

向走新路，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聚焦

制造业探索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创新。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也涌现了一些“硬核”科研党支部，充

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潘东生举例道，当前高新区很多

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困境，由于自身

产品更新速度快，工厂内部设备多、数

据量大，导致各个设备之间数据难以

打通。比如，落户在佛山高新区的佛

山市机器人创新产业园把党建工作融

入日常工作，园区党员联合企业共同

“啃”下这块数据堵塞的“硬骨头”，筑

牢筑实扎根在科研一线的红色堡垒。

8 月 17 日，佛山高新区制造业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暨

2021年佛山高新区前沿技术应用场景

试点示范项目认定工作宣讲会召开。

此次大会利用佛山市政府出台的政

策，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从要素

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与去年相比，今年高新区的支持

方向更为明确，也更加聚焦。”潘东生

说，为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佛山高

新区将继续紧抓应用场景建设这个

“牛鼻子”，打造一批智能制造标杆应

用场景，试点打造高端装备制造、智能

家居两大类应用场景。

在潘东生看来，未来 3 年是企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期，佛山高

新区将以最充足、最适宜的政策导向，

营造良好氛围，助推优质企业更主动

地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中。

8年间年产值从不足4亿元到超240亿元

芜湖机器人产业高歌猛进凭什么

渭南高新区：立足“党建强发展强”
为非公企业选派书记

昆山高新区：区域化党建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近日，珠海高新区京珠

西A组团连片开发项目临时党支部成

立，为项目建设装上“红色引擎”。

据悉，京珠西A组团连片开发项

目，是珠海高新区建投2021年开发建

设的重大项目，也是珠海市的重点项

目。为确保该项目按照挂图作战计

划顺利开工，保质保量按时交付，珠

海高新建投党总支成立京珠西A组团

连片开发项目临时党支部，旨在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助力该项目开发建

设落地。

据介绍，京珠西A组团连片开发

项目临时党支部由总公司各战线的

12 名党员组成，他们将在推进工程

建设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项

目协调、设计、施工、监理等资源，

提前谋划，就工程建设中的征地拆

迁、房屋赔偿、报建手续等当务之

急，明确党员责任区，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确保项目按节点工期

顺利开工建设，为接下来“高起点

进入、高标准实施、高质量建设”创

造有利条件，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保驾护航。 钟文辉

珠海高新区：京珠西A组团
连片开发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

党建引领 争当大湾区科创引擎

芜湖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