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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加快建设
“数字江淮”
——《安徽省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解读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为深入贯彻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及安徽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数字江淮”
决策部署，近日，安徽省政府出台了《安徽
省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
（以下简
称《数字经济政策》）。现将主要内容解读
如下：

出台背景和过程
近年来安徽省信息化建设取得长足进
步，数字经济日趋活跃。
《安徽省信息化促
进条例》
《安徽省“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
划》
《关于加快建设“数字江淮”的指导意
见》等相继出台，初步形成法规、规划、政策
联动支持数字经济的保障体系。
“ 宽带安
徽”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建成全光网省。4G
网络实现城市城区、县城城区、乡镇和高
速、高铁连续覆盖，所有行政村基本实现
4G 覆盖。信息安全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
快，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升。电子信息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17 年全省规模以
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总产值首次突破 4000
亿元大关。量子保密通信等前沿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全球领先。
“中国声谷”成为首个
国家级智能语音产业集聚区。合肥、宿州、
淮南等特色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集群逐步
壮大。信息化与产业发展加速融合，两化融
合指数领先中部，正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互联网+制造”
“互联网+现代农业”
“互联
网+服务”的新模式不断涌现。
“互联网+政
务服务”加快推进。智慧城市覆盖面不断拓
展，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取得明显进展。全国
首家智慧医院在安徽省挂牌，建成一批智
慧学校。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安徽省发展
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刻适时作出
发展数字经济战略，可谓乘势而上，抢占未
来发展先机。
制定一个兼具指导性、可操作性于一
体的政策，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努力找
准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重点以求加大政策

“数字经济政策”围绕国家有关工作的最新要求，加快推进相关领域工作。
“数字经济政策”与安徽省“三重一创”、科技创新、制造强省、降成本等政策衔接。

的影响力，为此开展了大量调研、论证、反
复征求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等工作，最
终形成了这个政策。

总体考虑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与数字经济有
关文件精神。自去年以来，国家先后在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制造业“双创”、
人工智能等方面作出新的工作部署。这些
工作与数字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例如工业
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是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载体；制造业“双
创”是构建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集群发
展的制造业新生态的重要途径，将催生大
批数字经济市场主体。
“ 数字经济政策”围
绕国家关于上述工作的最新要求，结合安
徽省实际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快推进相
关领域工作。
二是全面支持数字经济各领域发展。
“数字经济政策”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为路径，强供给做大数字经济规模；
以加强数字社会建设为牵引，扩需求拉动
数字技术应用；以提升数字政府能力为抓
手，优保障营造数字经济良好环境。同时，
针对数字经济企业迫切需要支持解决的实
际问题，提供精准支持政策，构建全要素、
全方位的政策体系。
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
“ 数字经济
政策”与安徽省已出台的“三重一创”、科
技创新、制造强省、降成本等政策衔接，在
金融、税收、土地等要素方面给予重点支
持，力求形成政策合力，使财政资金发挥
最大作用。

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
“数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十个方面内
容，具体如下：
一是支持数字技术创新。主要是支持建
设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培育“互联网+制
造”示范，对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产业、软件“铸魂”工程等领域的国
家级试点示范企业（项目）给予一次性奖补，
最高 100 万元；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获
得国家级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
项目的，给予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每年优选
一批智能硬件产品给予一次性奖补，每个最
高 50 万元；对优秀的智能家居产品和成套智
能家居系统给予一次性奖补，最高 100 万元；
加快数字技术标准研究等。
二是加强市场主体培育。主要是培育和
引进骨干企业，对总部（含研发总部和区域总
部）新落户安徽省的全国电子信息百强、软件
百强、互联网百强企业，对首次进入全国电子
信息百强、软件百强、互联网百强的企业，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
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对安徽省数字技术企业营业收入首次达
到 1 亿元、
10 亿元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500 万元；催生“双创”新主体，对获得国
家级制造业“双创”试点示范的企业，给予一
次性奖补；对获得“创客中国”安徽省创新创
业大赛一、
二、
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奖补。
三是大力培育数字经济平台。主要是推
动“皖企登云”，每年优选一批企业级工业互
联网和云平台，
每个奖补 50 万元，
优选一批工
业互联网和云公共服务平台，
每个奖补 100 万
元；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鼓励行业龙头
和骨干企业基于互联网平台开放各类资源，

面向公众提供创新创业服务，对平台内创
业项目年收入总计超过 1 亿元、5 亿元、10
亿元的平台主体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补；
完善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等。
四是打造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主要是
建设数字经济特色园区；构建数字技术应
用生态，每年奖补一批由安徽省企业自主
研发并取得实效的工业 App；培育信息化
解决方案供应商，对获得工业互联网领域
国家级、省级优秀解决方案的，每个分别奖
补 100 万元、50 万元；培育数字经济创新共
享服务联合体。
五是大力发展“数字+”服务。主要是
推广智慧学校、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发展
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推进电子商务、智慧
物 流 发 展 ，推 进 智 慧 社 区 建 设 ，推 广“ 数
字+”建设等。
六是加快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主要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统
一政务云平台建设、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等。
七是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支持
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内外网建设，
每年评选一批“网效之星”企业。
八是加强人才智力保障。主要是积极
引进高层次人才，大力培养数字经济创新
人才，鼓励校企合作培养技能人才，加强重
大贡献荣誉激励，每年评选 10 个“数字经
济领军企业”，评选 10 名“发展数字经济领
军人物”。
九是加强财税要素保障。主要是强化
资金支持，省财政每年专项安排 2 亿元支
持数字经济项目；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大
金融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建设用地等。
十是统筹组织实施。主要是加强组织
领导、保障政策落实、加大宣传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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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山东规上
工业利润增长 15.5%
本报讯 山东省日前公布了前三季度山
东山东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自今年以来，山
东工业生产持续向好，企业质效逐渐提高，动
能转换步伐加快，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
断巩固，对于山东经济“稳”的格局具有重要
支撑。
从生产看，山东省前三季度重点指标持
续向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5%，比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第一季
度提高 0.3 个百分点，连续 8 个月保持稳中有
升 态 势 。 从 第 三 季 度 情 况 看 ，7 月 份 增 长
5.0%，8 月份增长 6.0%，9 月份增长 6.4%，回升
幅度明显。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产值同比增长
的企业家数为 26263 家，占 68.6%；在 41 个行
业大类中，34 个行业增加值增长，占 82.9%。
全省工业用电量增长 4.7%，比上半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提高 4.5 个百分点。工
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2%，比上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比第一季度提高 0.3 个百分点。
效益方面，企业质效有所提高。受工业
品价格上涨带动，企业效益保持较高水平。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 15.5%，利
润增速连续 9 个月保持两位数。企业盈利能
力 明 显 提 升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利 润 率 为
5.59%，同比提高 0.35 个百分点。去杠杆效果
显现，多数企业杠杆率下降，重点领域去杠杆
效果显著。
从供需看，结构持续改善，高品质、满足
消费升级需求的新兴工业产品快速增长。前
三季度，生产太阳能电池 13.5 万千瓦，增长
45.2%；工业机器人 1120.0 套，增长 1.6 倍。据
对全省 7138 家规模以上工业生产经营及景
气状况调查显示，第三季度重点去产能行业
产能利用率有所回升。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围绕制造强省建设，
持续推动工业领域新旧动能转换，工业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
制造业增长强劲，前三季度高端装备产业增
加值增长 7.5%，快于装备制造行业 0.3 个百
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智能制造保持高速
增长，前三季度，机器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
制造、智能照明器具制造等智能装备行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 28.4%、14.0%和 16.3%，依次高
于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22.9 个 、8.5 个 和 10.8 个 百
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