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贵阳高新区获悉， 远在

19000 公里以外的阿根廷赫利俄斯

（Helios）风电项目群年底即将开始运

行， 而负责该项目的是贵阳高新区企

业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力量和丰富

的工程经验，乘着‘一带一路’ 的东

风， 让贵阳企业承建的 109 个大风车

将顺利在阿根廷转起来。 ” 中国电建

贵阳院海外事业部 / 国际公司的总经

理雷声军告诉记者， 该项目计划在今

年年底完成， 将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

发展， 创造出数万个直接或间接的就

业岗位，更令人惊喜的是，未来 20 年

的运维中， 还将为当地增加就业人次

达十余万人， 为阿根廷经济发展带来

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 张梅

近年来，贵阳经济发展速度

加快，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1978

年， 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10.77 亿

元。 2017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3537.96 亿元，是 1978 年的

300�多倍。 因经济增速连续 6年

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2018

年， 贵阳荣获“影响中国” 2018

年度城市称号。

而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所

发布的 “2018 中国表现最佳城

市” 年度报告，贵阳紧跟深圳、重

庆、天津、郑州，位列第五，而这

也是贵阳连续三年上榜该榜单。

不仅如此， 贵阳还入选了

《2018机遇之城》。《机遇之城》

是从“智力资本和创新” 、“技术

成熟度” 等 10 个维度 57 个变量

对 30 座中国行政与经济中心城

市进行全面考察，而贵阳自 2017

年以来已连续 2年入选。

近年来， 随着贵阳城市不断

扩容， 各类城市综合体、Shop-

pingMall�等如雨后春笋般在贵阳

拔地而起，商业中心开始区域化，

不仅给市民的生活消费带来了极

大便利，刺激了消费力，也将投资

者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商业的不

断繁荣，让贵阳活力四射。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追求，也

促使了消费力的升级。 由粤港澳

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

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

示， 贵阳市的营商环境指数排名

从 2017 年的第 30 位强势跃升至

第 14 位， 并因此荣获了 2018 年

中国国际营商环境标杆城市、

2018 年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十佳

城市等称号。

交通的飞速发展， 也是贵阳

商业快速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高铁、城际铁路、地铁、空港以及

联通四面八方的高速公路等重大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让贵阳距

离世界更近， 而且辐射着贵阳的

周边城市。

2014 年贵广高铁全线开通，

2016 年底沪昆高铁全线开通，

2018 年年初渝贵铁路开通，2018

年 9 月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通

车……贵阳迈入高铁经济时代，

融入了全国主要经济区 2-7 小时

经济圈，贵阳“全国铁路综合枢

纽” 的地位也越来越凸显。

作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每

天需要在此过境、 中转的旅客及

物流不计其数。 无论是从空间布

局、 区位优势、 城市潜力角度来

看， 贵阳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区域

影响力。

大数据产业在贵阳经济发展

之中功不可没，当前，贵州将大数

据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 贵阳全面布局大数

据产业， 在高新技术的创新驱动

下，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

2018 年 2 月，中国内地的 iCloud

转由云上贵州运营， 截至目前，

苹果、高通、谷歌、微软、阿里巴

巴、腾讯、富士康等 200 多个国

内外知名企业项目落户贵阳，投

资总额超过 2400亿元。 马云、马

化腾、李彦宏等多位互联网大咖

也多次在贵阳发表演讲。

大数据持续激发业态发展创

新， 孕育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

企业。 去年，贵阳以 88的城市年

轻指数获评“最年轻城市” 。现在

的贵阳是全国领先的大数据技术

创新与应用服务示范基地和产业

集聚发展的“中国数谷” ，已经有

了非常明显的科技优势。

随着近年来贵阳不断出台

的引才政策，不仅给人才们解决

了落户、 安居两大最关注的问

题， 在创业上也有政策支持，高

层次人才不断汇聚贵阳。

据 2019 年 1 月 19 日发布

的 《2019 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

据报告》显示，在 2017 年三季度

至 2018 年四季度六个季度中，

贵阳以 7.17%的人才净流入率，

入选全国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城

市五强。

在 2018年，贵州实施人才强

省战略，全年新增人才总量达 30

万人。 2018前三季度全国区域人

才净流入率城市， 贵阳入选排名

前 20强城市，位列第四名。

近年来，贵州旅游呈“井喷

式” 发展，位列旅游收入增速最

快的省份， 发展势头强劲。 而贵

阳，作为贵州省省会，是贵州版图

的核心所在， 凭借良好的生态环

境、 舒适宜人的气候以及丰富的

旅游资源，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市场一片繁荣。

贵阳连续四年获全国“最佳

避暑旅游城市” 殊荣，上榜 2018

年全球避暑名城榜单第九位，荣

获 “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 ，

“2018年度《中国国家旅游》最

佳优质旅游城市” 称号，“中国·

贵阳避暑季” 荣膺“2018 中国最

负盛名十大节庆”称号，“爽爽的

贵阳”城市品牌得到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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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内知名智库恒

大研究院发布《2019中国城市发展

潜力排名报告》， 贵阳不仅同北上

广深等城市一同入围全国百强，而

且还与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被列

入发展潜力百强之二档城市！ 并成

为贵州唯一上榜城市。

贵阳在 2019 中国城市发展潜

力百强榜单中综合指数 57.4，发展

潜力排在第 33名。

该榜单由清华大学博士后、恒

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领衔的

团队发布。 根据 GDP、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

等， 将全国 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

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 其中三沙

市因公开数据缺失较多而不在本文

榜单范围内。

在基本面分析基础上， 结合市

场面情况将发展潜力 100 强划为 3

档，其中，贵阳同成都、重庆、昆明等

西南四城都位列中国城市发展潜力

的第二档城市， 市场面由库存去化

周期、需求透支率、房价周期、地价

房价比 4项指标组成。

据介绍， 该分档首先将城市发

展潜力 100强按照发展潜力指数分

为三档，再通过市场面指标分析，对

当前市场趋势较好的城市升档，其

他城市维持不变。 （陈玲 申旭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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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新闻速递

本报讯 4 月 16 日， 记者从贵阳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4 月 17 日

起， 我市将开展为期 9 个月的背街小

巷乱象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按照“市级统筹，属地管

理、上下联动、综合治理”的原则，通过

美化公共环境、规范占道经营、治理环

境卫生、优化交通出行、亮化立体空间、

建立长效监督考核，改善背街小巷人居

环境，创建文明街巷，提升城市品质。

在具体工作中， 此次行动将加大

背街小巷市政、环卫基础设施、绿化设

施的投入， 重点对路面破损、 排水不

畅、 化粪池堵塞等影响市民居住环境

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对环卫、绿

化设施缺失情况进行查缺补漏， 改善

硬件条件； 落实社区城市管理主体责

任，充分发挥社区执法队伍的作用，对

乱堆乱放、乱贴乱画、无证摊贩、店外

设摊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和现

象进行治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开展

背街小巷卫生死角大清查， 将背街小

巷卫生死角、 黑臭水体等环境卫生问

题纳入 “贵阳百姓拍” APP 有奖举报

范围，根据各区（市、县）“一体化大

环卫” 向背街小巷覆盖的要求，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六城区背街小巷全

部纳入“一体化大环卫”覆盖范围。

今年 4 月至 12 月为行动集中整

治阶段，重点整治市政基础设施、绿化

景观设施、门头牌匾、乱搭乱建、卫生

死角等。 （汤利）

全市背街小巷

集中整治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