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合肥市临泉路小学项目通
过公开招投标，现已确定设计单位，项
目设计工作正式启动。该小学位于农
科南路与四河路交口，总用地面积约
38亩，拟建小学规模为36个班，规划总
建 筑 面 积 约 3 万 平 方 米 ，容 积 率 约
0.9。项目主要包括教学楼、图书馆、综
合楼、地下停车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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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合肥
庐阳大数据产业园招商推介会上获
悉，7 月 26 日，国内两家知名大数据企
业——上海灵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合
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正式签署入驻协
议，成为该产业园的首批入园企业。

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位于庐阳
经开区内，是安徽省首家专业大数据
产业园，由我区携手华为合肥云创新
中心、大连亿达集团共同打造,是以大
数据、数字内容、信息技术、研发设计、
检验检测、大健康、总部经济为主的产
业集聚区。自成立以来，合肥庐阳大
数据产业园就受到国内外众多知名企
业的关注。在当天的招商推介会暨入
驻企业签约仪式上，世界 500 强企业

——德国思爱普（SAP）和国内的北京
同仁堂、深圳怡亚通、上海联影医疗等
知名企业代表到场观摩。

此次签约入驻的两家企业中，上
海灵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软件科技
研发企业，该公司研发的灵蓄安全云
存储软件、灵蓄文档协作云存储软件、
灵蓄大数据开发中间件等，已获国家
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在
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建立总部研发
基地，以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
在产品提供、二次开发、在线服务、教
育培训等方面进行业务深耕。北京盛
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则专注于

“网络安全+大数据+增值运营服务”领
域的嵌入式设备研发生产、软件研发、

大数据分析应用、增值服务平台运营
等。两家国内知名大数据企业的入
驻，也将给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注
入新的动能，对加快“智慧庐阳”建设
产生积极作用。

此外，作为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
园的合作方，华为合肥云创新中心也
为园外企业积极提供优质服务。签约
仪式上，华为合肥云创新中心与安徽
数地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网
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服务
协议。华为合肥云创新中心将为这两
家安徽大数据企业提供华为软件开发
云平台应用服务。华为合肥云创新中
心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该中心基础云
平台目前已进入调试阶段，近期将正
式上线，将依托该平台和正在谋划建

设的区级城域网、城市产业云提供数
据存储、数据分析等云计算服务。届
时，华为城市产业云和软件开发云，将
为提升政府信息化应用和服务水平，
推动庐阳区产业转型升级，为我区乃
至合肥市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产业
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我区将以合肥庐阳大数
据产业园为载体，以“金融大数据、商
贸大数据、交通大数据、知识产权大数
据、人力资源大数据、医疗健康大数
据”六大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以“大
数据+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大
数据+虚拟现实”三大大数据关联产业
为创新风口，大力推进庐阳大数据产
业发展，打造完善的大数据产业链。

（王 凯）

合肥庐阳大数据产业园迎来首批入驻企业
为跨越式发展接续“数字”动力

本报讯 如果把咖啡屋的故事、
书吧的静谧、艺术商店的文艺范和景
区游客中心的功能融合在一起会产
生怎样的“化学效应”呢？伴随着今
年崔岗艺术村获评“安徽省创意文化
服务业集聚区”、首批“合肥市特色小
镇”以及全省首个当代艺术馆的落成
对外开放，为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
求，近日，三十岗生态农业旅游区游
客服务中心由三国城路与汪堰水库
路交口正式搬迁至崔岗艺术村。

新游客服务中心由崔岗艺术村
发起人，崔岗当代艺术馆的设计者谢
泽老师设计，秉承了“让村民认得回
家的路”的设计理念，将原来的村医
疗室按照“整旧如旧”的手法进行改

造。该处设计继承了崔岗原生态的
美学基因，外部以红墙灰瓦的江淮民
居风格为特色，与三十岗乡崔岗艺术
村的整体建筑风格融为一体。

游客中心内部兼具接待、投诉、
咨询、医务等服务功能，并且依托崔
岗艺术村浓厚的艺术氛围，设置了文
艺书吧、文创艺术作品展销区等，构
筑出最文艺、最乡村的国家 4A 级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游客朋友可以在
这里喝上一杯咖啡，翻开一本佳作，
欣赏一下驻村艺术家刚创作出的作
品......感受艺术、放松身心，慢慢地、
细细地品味着景区与众不同的乡村
气息。

（王翔玉 祝亮）

三十岗乡启用“最艺术”游客服务中心

安徽合肥庐阳经开区:营造良好产业发展氛围
《中国企业报》7月31日06版报道：

7月30日，安徽合肥庐阳经济开发
区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说：“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体系是园
区永续发展的竞争力和保障力。合肥庐
阳经开区以政策个性化为着力点，按照

‘一企一策’思路，融合‘产业思维’和‘互
联网思维’，升级完善园区，紧抓企业需
求痛点，从基础类、市场类、政务类、文化
类四个方面，为入园企业提供全流程、特
色化、端到端的服务。”

首先是提供灵活的置业模式。针对
初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采取租、售、先
租后买、个性定制等多种模式，解决企业
场地问题。

其次是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积极争
取市产投集团的支持，为园区企业提供
种子投资、天使基金、创业投资、产业投
资、债权投资、股权投资、并购基金、政府
型企业债、小额贷款、过桥贷款等多样化
金融服务。

再者对接开展创新和周到高效的政
务服务。加强与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
程院、离子医学中心等创新孵化平台的
对接协作，引导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嫁接
及协同创新。依托“庐阳区产（创）业服
务中心”，全程代办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等各类手续；搜集各类政策并精准推送，
帮助会员企业争取各项优惠政策扶持。

“规划的定位决定着园区的未来，设
计的品质决定着园区的黏性。”这位负责
人说，近年来，我们按照产城融合的思
路，下力气加大道路和水电气、网络等基
础设施建设，高标准提升绿化品质，吸引
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到庐阳创业。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庐阳经开区
目前可利用土地不足2000亩，土地匮乏

成为困扰园区发展的主要瓶颈。”这位负
责人说，为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在国土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低效利用土地清
理，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加快新兴产
业集聚。

提高准入门槛，强化项目监管。按
照市政府要求，原则上对项目总投资低
于3亿元，每亩投资强度低于400万元，
每亩税收低于 30 万元的项目不单独供
地。对所有入园项目均建立规划、建设
信息台账，坚持定期召开项目调度会，随
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
项目如期建成。

围绕“一园一品”，建设科技产业
园。规划建设“十大科技产业园”，每个
园区形成一个产业集聚。目前已建成工
投兴庐科技产业园、工投创智天地、中辰
创富工坊、鑫翰科技产业园、中科大校友
企业创新产业园等，占地面积共约 915
亩，总建筑面积153.5万平方米，2017年
实现税收1.3亿元。

推进“退二进三”，优化区域用地结
构。为提升城市形象，加快产城融合，近
年来，按照合国土资函〔2012〕17 号、18
号、19号文件，重点研究阜阳北路沿线低
效用地企业转型，成功完成了杏花印务、
大平房地产、皖中装饰材料厂等 6 家企
业的土地变性，打造了阜阳北路沿线的
楼宇经济，提升了园区形象，完善了园区
商业配套。 （赵明 张婧琳 张晓梅）

中央媒体看庐阳

庐阳老城更新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本报讯 笔者近日从区老城更新办

公室获悉，即日起，该办官方微信公众
号“庐阳小新”将与市民朋友见面。

正式上线的“庐阳小新”将为大家
推送老城新篇、市井拾趣、漫步街巷三
个方面内容。其中，老城新篇部分，囊
括老城更新最新资讯，带您看尽庐阳老
城风景；市井拾趣部分，细述庐阳老城
前世今生，一起回味合肥原生文化；漫
步街巷部分，边走边看老城大街小巷，
放慢脚步尽享独特韵味。

据悉，随着合肥城市化进程加快，
老城区功能布局混乱、基础设施老化、
区域向心力逐步弱化等问题日益突
出。庐阳区老城更新指挥部正式成立，
包含发改、文化、城管、市政等 20 个职
能部门和逍遥津、三孝口 2 个街道，下
设办公室，负责前期调研、统筹规划、推
动项目建设等。老城更新办官方微信
上线，将发挥官微的宣传优势，为老城
更 新 工 作 营 造 良 好 的 工 作 氛 围 。

（卢喧）

本报讯 2018 年以来，区委、区政
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
部署，调结构、促改革，努力探寻新的增
长点和新动力，全区经济继续保持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上半年，我区实现生
产总值 373.58 亿元，增长 7.2%，较一季
度加快 1 个百分点。其中，重大项目投
资完成率、开工率居全市首位，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速居全市首位，全区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速、高技
术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两项指标
均位列城区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区第一。

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居四
城区首位

近日，合肥市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
市“大新专”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我区

“大新专”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均居
全市首位，开工项目数、竣工项目数居
四城区首位。

截至目前，我区共有 121 个项目纳入
合肥市“大新专”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
投资 1878.3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27
亿 元 。 今 年 上 半 年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94.15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74.1%；实
际开工项目 17 个，开工率 94.4%；实际
竣工项目8个，竣工率50%。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全市领先
1-6 月份，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累

计 实 现 产 值 11.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1%，增速居全市四城区第一。

上半年，我区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增速比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
速高出18.4个百分点，对全区工业产值

增长的贡献率达 129.7%。全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
增速较快，分别增长34.7%、98.4%。

今年以来，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持
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对促进我区产业
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到
了积极作用。

服务业发展质量效益双提升
今年以来，我区规模以上服务业总

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服务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区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4.5
亿元，同比增长 27.3%，高于全市 11.2
个百分点，增速较 1 季度提高了 5.9 个
百分点，增速位居城区第一。其中，高
技术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1.7 亿
元，同比增长 43.4%，高于全市 17.9 个
百分点，增速较 1 季度提高了 1.2 个百
分点，增速位居城区第一。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加快，以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服务业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兴服务业亮点突
出。上半年全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3 亿元、11.8 亿元、11.1 亿元，三行业
收入合计占全区规上服务业的 66.5%，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6.8%，比全部规上
服务业高 9.5 个百分点，拉动规上服务
业增长22.7个百分点。

（郑波 纪汉生 陈睿）

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市

2018年1月-6月全区各单位
《庐阳》稿件采用统计

注：未提及的单位，报告期内发稿量为零。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省发改委举办
的 2018 年度“创响中国”安徽省创新创
业大赛以及市发改委举办的创新创业
大赛，区发改局主动参与，目前已组织
19 家企业（19 个项目）同时参加两项赛
事，参赛企业数、创新项目数均位居四
城区首位。

2018 年度“创响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大赛旨在发掘和培育一批“双创”优
秀项目和优秀团队，进一步激发全社会
创新创业的热情，促进投融资的供需对
接，为参赛企业提供一个宣传展示、提
升素质、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平台。

区发改局积极响应、充分宣传，利

用庐阳区产（创）业服务中心、工投创智
天地、IE 果园等多个平台，向企业推送
此次大赛相关资料，积极鼓励辖区企业
报名参加，并指定专人负责参赛报名的
服务保障工作，及时为参赛企业解答难
题。截至报名结束，我区推荐了能安科
技、安龙基因、恒烁半导体等 19 家企业
参加此次大赛，参赛项目包含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及移动互联
网、电子信息等5个专业类别19个创新
项目。下一步，区发改局将继续跟踪保
障大赛活动，指导辖区企业完成大赛的
后续赛程，力争取得佳绩。

（郑波）

参加省市创新创业大赛企业项目数全市最多

本报讯 一直以来，淮河路步行
街及其周边区域就是老合肥人心中
的市中心，它承载着合肥的历史记
忆、见证着城市的繁华，是最能反映
合肥传统文化、代表合肥市井文化的
地标。当前，我区正以老城更新战略
实施为契机，加快推进淮河路步行街

“一轴三区十八巷”改造。
8 月 1 日下午，记者在北油坊巷

宿州路至含山路段，看到工人们正在
紧张施工。“北油坊巷改造工程于今
年 6 月中旬开工，涉及道路全长 280
米，目前正进行巷道两侧建筑立面和
巷内道路升级改造”，区逍遥十八巷
改造工程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北油坊巷东起逍遥津路，
西迄宿州路。解放前，合肥老城区
仅有两家私营手工榨油作坊，其中
一家就坐落在这条巷子，巷子因此
得名。杨振宁先生在我区的另一处
旧宅也曾座落于此。光阴流逝，北
油坊巷在繁华闹市中略显沧桑，随
着老城更新战略实施以及逍遥十八
巷改造工程的加速推进，该巷将迎
来新生。据介绍，此次北油坊巷的
升级改造除了进行道路和建筑立面
改造、环境绿化提升、杆管线入地
外，还将利用景观节点打造，重现北
油坊巷的市井文化。“卖油翁”“街头
游园”“风车灯影”“人文浮雕”⋯⋯

一系列景观的设计构思已深深镌刻
在该项目总设计师瞿为民脑海中，

“相对来说，庐阳区街巷所蕴含的老
城肌理保存得最为完好，我们更有
底气把升级改造工作做好。”

目前，“逍遥十八巷”已完成天
街、李府巷、东西蝴蝶巷硬件设施改
造等。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我区将
在淮河路步行街与宿州路交口、含山
路交口、逍遥津路交口等处，打造“商
业十字”、“市井十字”、“人文十字”等
街区；在淮河路周边区域打造传统江
淮建筑风貌区、现代中式建筑风貌
区、当代建筑风貌区；以“逍遥十八
巷”改造为契机，打造民艺文化街、民
俗庙会物品街、本土美食小巷等特色
街巷，构建逍遥文化主题巷。

下一步，我区还将通过恢复古城
楼遗迹，打造“老城记忆威武门”；在
淮河路劳动巷口区域，再现“老城记
忆金斗河”；在淮河路西端入口地段
重塑“老城记忆淮河路”⋯⋯进一步
提升淮河路步行街周边区域的文化
内涵，更好地诠释老城区浓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让老城焕发生机。

（余挺生 王凯 吴少平）

“一轴三区十八巷”改造雏形初现
老城更新战略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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