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7日，贵阳市贵安新区召

开领导干部会议，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强调，要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前列、 作表率，

坚定不移围绕 “四新” 主攻 “四

化” ，把新型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

把新型城镇化作为重要引擎，继续

抢占大数据发展制高点，加快形成

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着力集聚创新

人才，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篇大文章，不断增强省会人口承

载力、内需带动力、发展竞争力。

连日来，贵阳贵安各级各部门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在贵阳市贵

安新区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市委的要求上来，坚决落实好

省委“一二三四” 工作思路，坚定

不移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 ，超

前布局、加快发展未来产业，为未

来发展积蓄后劲，大力实施“强省

会” 行动，助推贵阳贵安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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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6 日， 在第二届

贵阳工业博览会上， 贵阳贵安工业

招商推介暨贵州工业云国际产销对

接活动成功举办。 贵阳贵安及省内

外 110多家工业企业代表，工信、投

促、 工业园区等相关部门约 250 人

参加活动， 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沟

通，共谋发展合作。

该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进

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产业和产

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共谋发展、实现

共赢， 诚邀各位企业家朋友助力贵

阳贵安实现工业大突破， 共享工业

发展红利。

现场，贵阳高新区、贵安新区分

别作了工业招商推介， 发布了贵阳

贵安新型工业化招商推介项目清

单、 第二届贵阳工业博览会贵阳贵

安优质参展产品产销名录； 湖南航

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航天云航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负责

人作为招商企业代表发言， 赞赏了

贵阳贵安良好的营商环境， 介绍了

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的优势， 并诚邀

广大企业家来贵阳贵安投资兴业。

在贵州工业云国际产销对接活

动环节，“航天云网 INDICS 国际

云平台中欧跨境采购专区” 首次亮

相， 面向贵州发布 100 亿元人民币

以上的各类零部件采购信息， 积极

在贵州寻找合格供应商， 助力贵州

工业企业搭乘中欧跨境采购平台拓

展海外业务。 据了解，INDICS国际

云平台作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 为全球多个国家提供工

业互联网服务。

“我们将继续坚持打造贵人服

务品牌， 让企业在贵阳贵安发展办

事一路绿灯，事业一路红火。 ” 贵阳

贵安相关负责人表示， 贵阳贵安在

“强省会”行动的加持赋能下，在新

型工业化的推动下， 发展能级必将

大幅跃升。 希望更多企业深度参与

建设贵阳贵安工业经济、数字经济，

共同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打

造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中实现互利

共赢，收获累累硕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王倩）

发布新型工业化招商推介项目清单、优质参展产品产销名录……

工博会上，100余企业觅商机

9 月 26 日， 第二届贵阳工业

博览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开幕， 记者探访发现每个展馆都

亮点纷呈，尽显工业之魅，令人目

不暇接。

作为博览会重要内容之一的工

业展览， 来自全省的参展企业超过

500家， 以十大工业产业为重点，充

分展示贵州省各地区各产业发展的

最新技术、最新产品、最新成果。 其

中，贵阳贵安的参展企业达 151 家，

涵盖了先进装备制造业、 现代能源

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大数据电子

信息产业、民族民间工艺品等，表现

“抢眼” 。

走进 1 号展馆， 场景化勾勒着

九个市州的多彩“黔” 力。其中贵阳

贵安部分，以甲秀楼为地标，呈现着

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成绩。

展馆里的比亚迪刀片电池，吸

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据悉，该电池

生产于贵阳高新区沙文生态科技产

业园，具有超级安全、强度好、寿命

长、续航久等特点。

在 2 号展馆内， 奇瑞万达贵州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将纯电动双层

城市客车、纯电动城市客车等四辆

新能源客车带进了展厅。 贵州吉利

汽车在现场展出了其生产的帝豪

甲醇车、枫叶电动车、嘉际插电混

动车等。

此外，一架可容纳两人乘坐的

“自由莺” 飞机格外引人注目。 据

了解，这架飞机由贵州通用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采用碳

纤维复合材料，可广泛应用于旅游

观光、飞行培训及私人消费等多个

领域。

3 号展馆的新材料同样给人带

来惊喜。 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

院技术人员武晓手持两袋火龙果介

绍道：“这一袋是储存在冰箱一周的

火龙果，因为袋子是气调保鲜袋，所

以果子非常新鲜； 而另一袋火龙果

储存在普通塑料袋中，已经焉了。 ”

据悉， 该研究院研发的新材料对食

物有着较长的保鲜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王倩

本报讯 在 9 月 26 日举办的贵阳市

第二届工业博览会“5G+工业互联网”

场景应用高峰论坛上， 来自中国工程院

的专家学者为贵州数字化发展建言。

本场论坛由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

论坛以“深耕 5G+ 工业互联网，释放倍

增效应” 为主题，相关领域权威高校和

研究机构专家学者、 典型企业代表发表

观点、各抒己见。

论坛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单忠德、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平、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联席总裁盖龙佳、 中国联通大数据

首席科学家范济安、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副会长张全德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5G 技术使能数字化转型”

等题目发表主旨演讲。

单忠德表示， 贵州需要变革生产方

式、制造模式，实现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

协同，推广网络化制造，提高数字化管理

水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论坛

各大展馆 尽显工业之魅

■探馆

“5G+ 工业互联网” 场景应用

高峰论坛举办

专家学者建言

贵州数字化发展

9 月 23 日， 在经开区贵州安吉

华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车间内，自

动化设备正有条不紊地运转，该公司

的产品主要为航空航天企业提供配

套服务……这正是贵阳经开区做好

企业服务， 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高

质量发展的体现。

贵阳市委常委，贵安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贵阳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唐兴伦表示，经开区将抢

当全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排头兵、火

车头，重点围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 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通

过土地和工业厂房并用， 紧盯央企、

国企、商会抓好产业链招商，加强对

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建

设，以实打实的成绩在“强省会” 五

年行动中争上游、走前列。

另一边，位于贵阳高新区沙文园

区的贵州达沃斯光电有限公司一厂，

智能化车间内三条自动化生产线高

效率运转。

贵阳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副局长

周大鹏表示，贵阳高新区将紧扣“强

省会” 五年行动目标，聚焦新型工业

化，紧盯大数据电子信息首位产业、先

进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潜力产

业三个主导产业方向实施工业倍增行

动，推动贵阳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位于贵安新区的恒力（贵阳）产

业园生产车间，倍捻车间、倒筒车间等

6 个车间内，1008 台织机及配套倍捻

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待产业园全部投

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260亿元，解决

就业 15000人。

贵安新区产发局副局长王竹说，

贵安新区产发局将把新型工业化作

为首要任务，继续抢占大数据发展制

高点，创新招商模式，探索市场化招

商模式， 加快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

开展定点定向招商，盯重大龙头企业

招商，为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

动贡献力量。

近日， 在白云区 2021 年招商引

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南京康尼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与白云区签订项目

合作协议，将在白云区打造康尼机电

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值 6000万元。

白云区委书记步岚表示，白云区

将加快推进白云新能源智能制造和铝

精深加工“两个百亿级” 、饮料食品和

发动机及配套“两个 50亿级”主导产

业加快发展，为做强实体经济、提升综

合实力提供产业支撑， 为贵阳贵安

“强省会”五年行动贡献白云力量。

9 月 22 日， 位于贵阳综保区海

关特殊监管区内的粮食加工生产基

地，富之源 100 万吨粮食保税加工项

目生产线正在有序试运行中。该项目

满产后， 实际年产能约 150 万吨，预

计每年可完成进口金额约 5亿美元。

贵阳综保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姚飞扬表示：“贵阳综保区将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各项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综保区功能

优势，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 ，对

标对表五个方面‘走前列、作表率’

要求，全力以赴推动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 ”

9 月 24 日， 位于清镇市金马大

道与观清线交会处的贵阳杉杉广大

奥特莱斯项目主体建筑已经封顶。该

项目是清镇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

一， 总投资约 20 亿元， 占地约 138

亩，预计 2021年 12月建成运营。

清镇市商务局局长周丹说，清

镇市将全力抓好招商引业， 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抓好总量、体系、质量

三大工程。

中建科技集团 2018 年通过招商

引资入驻花溪区燕楼工业园区，与花

溪产投集团合作，2019年建成了贵州

首个装配式建筑制造厂，为建筑市场

供应混凝土预制构件， 通过工厂预

制、现场组装搭积木建房，实现高品

质、高效率、低能耗、环保节能零排放

绿色发展目标。

花溪区委书记许俊松表示，花

溪区将以推进工业大突破为主抓

手，做强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 以

大抓工业投资、园区工业经济、首位

产业和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 进一

步细化工业倍增行动， 强化产业集

群发展， 围绕数字经济狠抓软件业

和数字制造业， 打造百亿级电子信

息制造产业集群。

同一天，位于息烽县小寨坝镇的

贵阳市化学原料药产业园项目一期

生产厂房建设现场， 数十台打孔机、

挖掘机正紧张作业……这是息烽县

落实“强省会” 五年行动，狠抓工业

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场景。

息烽县委书记漆勇说，息烽县将

坚持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着力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

布局未来产业， 全力以赴在 “强省

会” 五年行动中当好“特长生” 。 到

2025 年， 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 300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110

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黄菊 易颖 谢孟航 詹燕 许发顺

只争朝夕拼搏实干 优化布局开拓未来

———贵阳贵安全力实施“强省会”行动努力在全省走前列作表率系列报道之四

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丰富产业形态

着力提升城市能级

坚守生态底线

推动产业绿色发展

展馆内的汽车产品 周永 摄

工博会现场 周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