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的方 式

共同的祝福———

贵阳高新人

礼赞新中国

适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贵阳高新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为祖国母亲献上祝福。

从机器轰鸣的项目建筑工

地，到满溢书香的书虫空间；从

生态优美的白鹭湖公园， 到智

慧高端的大数据展示中心；从

身着制服的政务大厅工作人

员， 到电脑面前俯身耕耘的工

程师； 从创客空间里书写未来

的创业者， 到高新企业里为患

者诊断的互联网医生……一个

开发区， 千千万万个不懈努力

的奋斗者！一支爱国歌，在千千

万万颗为祖国祝福的心中唱

响！

扫码看看这些表白祖国母

亲的瞬间———

“声” 情告白———我在高新

追梦，我为祖国添彩

机器人快闪，舞动新时代

■“我的初心是‘干’ 字

当头”

“阅兵式上，仪仗方队气宇轩昂地行进，军

容严整，军威雄壮，内心特别激动和自豪。我们

的祖国确确实实变得强大了！ ” 贵阳高新区投

资促进局（商务局）党支部书记童川说。

今年上半年，高新区完成新签约产业项目

37 个，投资总额为 78.6 亿元，引进两家新入筑

500 强企业。“今后，我们将抓住机遇，‘干’ 字

当头，深化落实贵阳市‘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景，重点在中高端制造业和中高端消费

的引进和发展上出实招下功夫，紧紧围绕智能

消费设备制造、电子元器、显示触屏、交通设备

等‘16 品 16 业’ 找企业找项目，确保高新区

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在新时代展现新气

象、实现新作为、完成新使命，在新起点开启新

征程、谱写新篇章。 ” 童川表示。

■“我的初心是贡献‘贵

州智慧’ ”

“全程看完阅兵式，真是热血沸腾、激情满

怀！ 能够实时观看新中国的这场盛典，心中荣

耀万分。 ”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

示中心副主任王柱说，展示中心是贵州大数据

发展的展示窗口，全体工作人员将致力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全面系统地展示试验区创新经验

和创新成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和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贡献“贵州

智慧” 和“贵州方案” 。

下一步，展示中心将紧紧围绕高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做示范” 的工作精神，深入了解

大数据发展动态，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业务水

平，提高接待质量，优化观感体验，在追梦的道

路上不懈奔跑。

■“我的初心是建设国家

双创示范基地”

“70 年风雨同舟，70 年披荆斩棘，70 年砥

砺奋进。 70 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 当天，贵阳高新

区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周若平感慨颇多。

周若平说，贵阳高新区向来高度重视创新

创业工作，通过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不断

完善全孵化链条、 引进和鼓励人才创新创业、

大力营造双创良好氛围、培育科技型企业和创

业领军人才，“双创” 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

社会环境业已形成。 下一步，创业服务中心将

严格按照中央、省委、高新区的安排部署，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维护” ，整合平台资源，加强政策引导，拓宽融

资渠道，全力推进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我的初心是让企业一

趟都不跑”

“中国， 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称谓，而

且是一个彰显希望与活力的美丽名词。 ” 贵阳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正义这样表达自

己的感受。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成立以来，认真践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目标中的

‘为民服务解难题’ ， 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

高办事效率，大力推行‘一趟都不跑、一次就

办成’‘工程建设项目’ 等 6 项改革， 推出

‘集成套餐’‘企业定制’ 等服务，实现‘审

批标准化’‘权力规范化’‘服务便民化’ 三

项创新。 ” 陈正义说，下一步，行政审批局将

继续围绕“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不断

创新优化服务方式，打造更加便利、公平、高

效的营商环境， 不断以高质量政务服务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的初心是打造科技

创新‘先发优势’ ”

观看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后， 贵阳高新

区科技创新创业局副局长陆秀峰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 “贵阳高新区作为贵州省内首家

国家级高新区，要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

推动企业不断增大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以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实力、激发企

业活力。 ”

今后， 贵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创业局将

严格按照中央 、省委 、高新区的安排部署 ，

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

实” 的总要求 ，以健全完善科技创新生态

体系为目标，大力集聚创新资源 、培育创新

主体 、激发创新活力、加快技术转移 、推动

成果转化，在局部打造科技创新“先发优

势 ” ， 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

支撑。

■“我的初心是落实国家

减税降费政策”

贵阳高新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海冬

说：“新时代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 我们作为

税务基层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严

格要求自己，做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

吴海冬表示，高新区税务局将坚持“为国

聚财 为民收税” 宗旨，认真落实国家减税降

费政策，深化“放管服” 改革，提升纳税服务质

效，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

观主体活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祖

国经济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我的初心是扎根于大

数据沃土”

“新中国 70 岁生日，也是我妈妈 70 岁生

日， 我和家人一起陪伴妈妈全程收看了阅兵

式。 ” 贵阳高登世德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王康说。

“没有国，哪有家？ 和平繁盛的新时代给

了我们创新创业的动力！ ” 王康说，自己的初

心就是扎根于大数据沃土。 4 年前，高登世德

带着国际领先的技术来贵阳高新区创业。 如

今，高登世德的资产证券化系统在国内零售资

产管理领域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先后签约了

30 多家头部金融机构客户， 并已获得“CM-

MI3� 级”“双软企业”“ISO9001”“微软金牌

合作伙伴” 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五项 IT

行业的关键项目资质认证。

每年百分之五十的业务增长率，预示着高

登世德在贵州这片高速发展的大数据沃土之

上有着广阔的未来和前景。

■“我的初心是打造医学

检验西南研发中心”

“这个 10 月，我的朋友圈不断被鲜艳的中

国红刷屏。 ”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朱国强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场面特别震撼， 磅礴盛况振奋

人心，这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生动诠释。 ”

作为在贵阳高新区扎根 10 年的老企业，

朱国强不断感受到党和政府为企业做的实事：

“我们将以开拓创新为回报，不断提升企业精

细化运营水平，推进数字化智能化产品与国际

标准化医学检测服务、病理 AI 创新应用等。今

年， 我们在高新区沙文园区新建标准化实验

室，打造医学检验西南研发中心。在新时代，我

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前进，用新发展理念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

■“我的初心是让贵州智

能制造走向全球”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方面为祖国

的不断强大而高兴和自豪，一方面为生在这个

时代而备感庆幸。 厉害了我的国！ ” 贵州翰凯

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曹雨腾，不仅

观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

会，还在电影院看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研发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从自主研发

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初创公司，到引得国内外

顶尖工程师团队与之合作，再到获得英、美、德

等国家无人驾驶场景应用订单……如今，翰凯

斯的 PIX 无人驾驶移动空间即将投放市场。对

于企业来说，我们的初心就是在未来不断开拓

创新，提高自身实力，拓展海外市场，让贵州智

能制造走向全球。 ”

■“我的初心是为祖国航

空航天事业添彩”

“70 年来，国产飞机家族里不但出现了冯

如 1 号、国产大飞机 C919，第一架自主研战机

歼 10 至歼 20 家族也相继面世，探索宇宙的神

舟五号和嫦娥工程也在不断进步。 作为祖国航

空航天产业链的一员，我们感到分外骄傲和自

豪。 ”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

政部经理王春梅说。

“航宇科技历经十载风雨，努力书写着自

己的历史。 眼下，我们已成为国内航空发动机

环件锻造领域主流供应商，更是亚太区唯一具

备全球六大商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合格供方资

质，并配套全系金属材料的锻件制造企业。 今

后，所有航宇人将继续不忘初心，为祖国航空

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奋力在祖国航空航天事业

篇章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我的初心是服务于生

态文明建设”

“作为一名回国创业的科技工作者，看到

了祖国的巨大变化， 看到了故乡的日新月异，

让我感到很自豪。 ” 国家级专家、中科院博士

后、贵州美瑞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森

说：“在当前如此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下，我将以踏石留印的力度，以持之以恒的毅

力，立足于所从事的环保专业，在生态文明方

面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我的初心是做精密微

特电机的佼佼者”

“激动！感动！触动！这就是我看完阅兵式

和群众游行后的心情。 ” 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

限公司董事长唐德宇心潮澎湃。

林泉电机运用创新思维、大数据理念、智

能化操作， 逐步从单一的军工产品制造走上

了强调技术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探索更多领

域、 注重品牌质量的军民融合之路。 “眼下，

公司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技术引领能力不

断增强，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智能制造成效初

显，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经营质量快速提升。 未

来，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贵阳智

造’ 的精密微特电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

唐德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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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平凡岗位铭初心 贵阳高新人再出发

贵阳高新人的初心是什么？是实

验室里研发新科技的背影，是让“贵

州制造” 走向世界的愿望，是“五最

新绿洲” 服务企业的坚守，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誓言，也是为民服务解难

题的承诺……

这个 10 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在全市各大影院上

映……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每一个贵阳高

新人备受鼓舞。

在平凡的岗位上， 如何铭记初

心？ 贵阳高新人纷纷表示，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奋勇争先，

切实发挥高新区在坚持高标准要求、

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中

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内，解说员介绍贵州大数据发展历程。

创业者快闪。

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前的机器人快闪。

贵阳航天林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祖国表白。

来自世界各地的无人驾驶专家，在翰凯斯

切磋技艺。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平凡岗位铭初心 贵阳高新人再出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丹丹

李雯文 杨蕾 曹亚星 易颖

国旗飘飘！ 高新区满眼“中

国红”

唱响这支歌， 向祖国深情

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