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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0 日， 记者从全

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获悉，去

年全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紧围绕三大战略行动，统筹抓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等各项

工作，大力培育优质企业、发掘优质

项目， 全省工业经济呈现 “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效益提升” 的良好态

势，较好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工业经济增长较快。预计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 13%， 工业经济占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2%左右。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预计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6.3%。 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率达到 9.2%，每百元主营

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下降 1.5 元。

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达到 97%以上。

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制造业

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比重达到 70.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

占比提高到 7.5%。 制造业对工业经

济贡献率达到 75%。大中型工业企业

达到 580 户，增加值占比达到 59%。

绿色制造水平不断提升。 磷石

膏“以渣定产” 落地见效，资源综合

利用率达到 66%。 规上工业企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6%左右。 水

泥窑协同处置城镇生活垃圾 50 万

吨、污泥 10 万吨。 获批国家级绿色

园区 1 家、绿色工厂 3 家，新增省级

绿色园区 2 家、绿色工厂 7 家。

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预计民

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 10%，占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5%，对全省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到 60%；民营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加 6%左右。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达到 260万户以上，同比增长 7%。

持续推进“千企改造” 工程，转

型步伐明显加快。 全年共启动实施

“千企改造” 工程企业 1688 户、项目

1892 个， 预计完成投资 1600 亿元，

带动技改投资 1000 亿元以上。 盘江

民爆、中伟新材料获批国家智能制造

支持项目，开磷集团、振华集团入选

国家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名单，安吉

精铸获得全国制造单项冠军培育企

业称号，瓮福集团湿法净化磷酸产品

获得全国制造单项冠军产品称号。

工业企业创新能力持续加强。

新增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3

户， 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1 户、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5 户、 制造业创

新中心试点 3 户、 品牌培育示范企

业 10 户、工业设计中心 10 户。 煌缔

车辆中标国家工业强基工程一揽子

行动计划，航天林泉、群建精密分别

列入国家伺服电机、 高精密减速器

“一条龙” 应用计划示范企业和示

范项目， 兴达兴建材入选第二批全

国服务型制造示范名单。

持续推进产业振兴，结构调整

取得新进展， 千亿产业梯队不断壮

大。 基础能源、清洁高效电力、优质

烟酒、新型建材、现代化工、先进装

备制造等 6 个千亿级产业合计对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81%。 全

年军民融合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8%； 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达到 44.5， 国家级两化融合贯标试

点企业达到 43 家。 贵州“工业云”

获批国家“2018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

工程” 首批支持项目。

在园区建设上提质升级， 发展

更加健康规范。 将省级调度工业园

区从 107 个调减到 98 个，推进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进入园区，着力提高

园区亩均产值。 园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户数占全省比重达到 72%，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 75%左

右，50 亿元级工业园区达到 55 个，

百亿元级园区达到 31 个，13 个产业

园区成功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

基地，集聚效应更加明显。

去年，全省培育“专精特新” 企

业 1524 家，支持项目 395 个。 全省获

得工信部认定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 3 个，新增省级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6 个。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已聚集各类服务

示范机构 510 家， 为 5000 余家企业

提供服务。 （本报记者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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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简报

▲1 月 9 日，市纪委市监委召开征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意见建议暨征求

对市纪委市监委班子意见建议座谈会。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赵福全出席并

讲话。 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及民营企业代表参加。 （本报记者 章婧）

学习贯彻落实市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

市规划局———

助力打造中高端消费品贸易之城

本报讯 近日， 市规划局举行会议，传

达学习市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全局要强化能力、定力、执行

力、耐力，保持狠劲、干劲、实劲、韧劲，努力

打造与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

干部队伍，持续编制“贵阳好规划” 。

会议要求，要结合清镇市、修文县、息烽

县、开阳县撤县（市）设市辖区及大贵阳统

筹发展的趋势， 突出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牵头编制 《贵阳空间发展战略

（2020—2035）》； 完善编制区域立体交通

规划；开展编制全市中高端制造产业小镇的

规划以及旅游公路环线周边综合规划；推进

中高端消费品贸易之城打造；推进全要素数

字地图建设；加快数博大道城市设计及相关

成果汇总； 继续深入开展审批制度改革，深

化“放、管、服” 工作，简政放权，服务于民。

（实习记者 冉婷林）

市政务服务中心———

加快改革步伐 让群众办事“一次都不跑”

本报讯 近日，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党

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市委十届五次全会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要求， 市政务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深入贯彻落实

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 结合政务服务工作实

际，以“一次都不跑” 为统揽，加快改革步伐，

实现政务“三变” ：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

以大数据为引领，深入持续推进“互联网 +政

务服务” ，促进政务数据的聚通用，让群众少

跑腿、好办事，共享大数据成果；变政府“端

菜” 为群众“点单” ，切实解决行政审批的难

点、痛点、堵点，优化审批流程，打造更加优质

的投资软环境；变区域优化为同城共享，通过

深化改革创新，让群众共享改革带来的红利。

（本报记者 彭刚刚）

我市举办“110 宣传日” 活动

本报讯 今年 1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3

个“110 宣传日” ， 贵阳市公安局在筑城广场

举办了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

为主题的“110 宣传日” 暨“防范电信诈骗宣

传日” 活动。

活动中，公安队伍表演节目、展示警用装

备， 向群众宣传各种治安知识。 今年的“110

宣传日” 不仅有现场活动，还有线上活动，市

民可通过网络观看活动直播。 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万余人到现场参与活动。

当天，全市各级公安系统还在辖区举办了

“防拐宣传进幼儿园”“警营开放日活动”“平

安守护，110 全民互动社区活动” 等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代晓龙）

观山湖区会展社区———

三举措确保农民工春节前足额领取工资

本报讯 近日， 观山湖区会展社区三措

并举，确保农民工春节前足额领取工资。

会展社区成立社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专项小组，明确专人负责，落实各部门职责，指导

各居委会做好排查和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会展社区加强对辖区用人单位的排查，

特别重点排查了辖区建筑行业企业。 在排查

过程中，工作人员向企业发放告知书，要求企

业履行责

任，严格按

照 《中华

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规范农民工的雇佣和使用，不拖欠

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截至

目前，已向辖区企业发放 270 余份告知书。

为早发现、早预防、早协调、早处置突发

事件，社区还建立日报制度，要求各居委会每

日上报信息，并做好相关问题的研判，积极帮

助、主动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确保不发生重

大、特大讨薪事件。 截至目前，该社区尚未发

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查工作，加强宣传和监

督， 确保辖区企业在春节前足额支付农民工工

资。”会展社区有关负责人说。（本报记者 帅弋）

滨湖花城

社会治理

·

2019数博会面向全球征集领先科技成果

本报讯 记者 1 月 10 日从数博会执委会

获悉，2019 数博会将举办大数据领先科技成

果发布系列活动， 现面向全球征集大数据领

域领先科技成果。

领先科技成果征集活动以“数博发布” 之

最新领先科技成果为主题，采取专业机构推荐

和申报单位或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

球范围内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组

织及个人征集大数据及相关领域的领先科技

成果。 征集完成后，执委会将组织专家，遵循公

平、公正、客观、权威的原则，评选出黑科技、新

产品、新技术、商业模式四类领先科技成果，于

2019 数博会期间举行专场发布会，现场发布入

选名单并颁发证书，评选出的领先科技成果还

将收录于《数博会成果发布会刊》，并通过数

博会官网、国内外主流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

领先科技成果征集活动申报截止日期

为 2019年 3 月 30 日， 申报者可通过线上征集

系统（http://award.isc.org.cn）提交申报材料。

为确保征集活动顺利举行，数博会组委会

将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在北上广深等城市举

办多场推介活动， 吸引企业和公众关注参与。

10 日，2019“数博发布” 之“领先科技成果发

布” 推介会（杭州站）专场活动顺利举行。

（实习记者 张海涛）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大道（北段）E 标通过竣工验收

1月 10日，人民大道（北段）E标通过竣工验收，成为北段首个通过验收的标段。 记者从施工单

位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获悉，E标项目位于云岩区市北路，周边企事业单位、民房密

集。 施工单位采取洞口延长 16米提前进洞、悬臂掘进机开挖等措施，克服施工难题，确保项目如期

完成。图为验收人员正在验收人民大道（北段）E标道路。本报记者 张薇 /文 实习记者 胡家林 /图

文字整理 / 徐倩 制图 / 潘秀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