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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招大引强 增添发展动能

患者只需要在手机 APP 上动

动手指， 熬好的中药便会由物流

公司送上门， 从审方到煎药打包

再到物流配送， 整个流程充满

“智慧” 。 近日，走进位于乌当区

的康美药业（贵州）有限公司，一

个在试运营的智慧药房项目让人

眼前一亮。

“患者在康美智慧药房的合

作医疗机构完成就诊后，医生的处

方信息就会通过信息系统发送到

智慧药房，智慧药房将完成药品的

审方、调剂、煎煮、物流配送及个性

化定制服务，患者只需在家坐等药

品配送上门。 ” 康美药业（贵州）

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陆承榜说。

这种全新的就医用药模式，

为医院和患者带来了很大便利，

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路，患者

少跑腿” 。

“传统医院空间狭小，药房面

积受限，导致患者取药时间长，医

院代煎药，患者等待的时间更长。

智慧药房为缓解医院出药与患者

取药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把‘钥

匙’ 。 ” 陆承榜说。

康美智慧药房通过互联网、物

联网技术与合作医疗机构进行系

统对接，患者就诊后，医生开具的

电子处方流转到康美智慧药房进

行中心化处理，包括审方、调剂、复

核、浸泡、煎煮、包装、配送七大流

程，提供中药代煎、送药上门、药事

咨询、 个性化制剂加工等服务，

“一站式” 解决就医用药方面的问

题， 有效降低了医院服务成本，解

决了 “取药排队”“中药煎煮麻

烦、药效难以保证” 等问题。

为保证用药安全， 康美智慧

药房对生产运营全流程采用标准

化操作，由专业药师严格审方、精

准调剂、智能煎煮，并通过层层复

核，确保药品生产质量。 此外，每

一张处方还将生成独立条形码，

对生产环节进行全程记录， 实现

精准追溯。

康美药业于今年 2 月与乌当

区签订大健康产业项目合作协

议，计划总投资 220 亿元，建设康

美智慧药房、智慧药柜、健康小镇

及中药饮片生产项目。其中，康美

智慧药房项目仅用半年便投入试

运营。

康美药业（贵州）有限公司的

入驻和快速落地是乌当区全力实

施产业大招商行动的一个缩影。今

年以来， 乌当区围绕主导产业，紧

扣全省大健康产业发展引领示范

区建设，以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

部中心、中国数谷·智客小镇、智汇

云锦孵化基地为载体，瞄准国内外

高端医药成果、医疗团队、科创资

源等精准招商，树立产业发展前瞻

性思维， 积极引进培育生物医药、

医疗器械、食品工业等方面的龙头

企业，持续补链拓链，为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前三季度，乌当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带队外出招商 18 次，先

后引进深圳康美、广州七喜、北京

医渡云、 科大讯飞等优强企业，引

进项目 59 个， 总投资 127.51 亿

元， 有效推进产业拓幅补链扩容、

提升实体经济规模和效益，为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集聚强有力的后劲。

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发展

“自从公司落地以来，乌当区

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其中，乌当经

开区以产业服务中心为纽带，充

分考虑我们的需求， 为我们提供

‘一对一保姆式服务’ 。 医目数康

自去年 11 月成立以来，目前已实

现产值 4230 万元， 创造税收 400

余万元。 ” 贵州医目数康科技有

限公司业务总监张润说。

2017 年成立的贵州医目数康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乌当区智汇云

锦孵化基地，是乌当区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之一，由北京康智乐思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康康盛世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和乌当经济开发区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成立。 作为创始企业之一的北京

康智乐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打

造的“大姨妈” APP，是国内女性

健康 APP 的“领头羊” 。

由医目数康搭建的医目数康

产业园， 是乌当区智汇云锦孵化

基地三个“园中园” 之一。该产业

园将建设以数据存储分析、 电商

运营、 线下产品生产为主的数字

医疗产业基地， 打造聚线上健康

数据、 线下仓储物流服务为一体

的大健康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上个月，我们引进了第二批

企业入园， 现在已经有 9 家企业

入驻产业园。 ” 张润说，“我们将

以北京的行业资源为依托， 将贵

州省的优质政策资源落地转化，

开展大数据和大健康产业链整合

服务、融合发展，打造一个拥有数

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分发、渠

道拓展、 医保支付结算等多种能

力于一身的整合型大健康数据服

务平台。 ”

目前， 该园区已把达成合作

意向的名鹊尿液分析仪、 康康血

压计、益体康心电监护仪、优加利

心电监护仪、熙健心电监护仪、萌

动胎心监护仪等 20 余款智能医

疗器械设备纳入数据平台， 实现

智慧医疗和精准医疗。

“基于大姨妈 APP 的数据，

我们将通过大数据行为分析，构

建女性健康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以个性化健康数据为依托， 完成

女性健康知识内容的精准化管

理、服务、教育及传播，营造浓厚

的女性健康社区氛围。 ” 张润说。

今年以来，乌当区持续深化

服务理念，把营造便捷、灵活、透

明、公平、高效的良好招商、营商

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在

借鉴“最多跑一次” 改革以及发

达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快

推进 “一网通办” 办事流程改

革、“不能说不行” 观念行为变

革，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 ，同步改善提升“硬环境” 和

“软环境” ， 为企业提供 “店小

二” 和“保姆式” 服务，让企业投

资更加放心、 经营更加舒心、发

展更加安心。

推进项目建设 经济提质增效

近日， 在乌当区贵州航瑞科

技有限公司，机器轰鸣不停，工作

人员忙着赶订单， 车间内一幅繁

忙景象。

贵州航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专

业研发、生产、销售航空航天用高端

紧固件和生产制造机械零部件的现

代技术型民参军企业。 该公司的钛

合金紧固件开发与产业化项目是

“千企改造” 项目，于 2016 年贵州

省军民融合产业招商大会现场签

约。项目总投资 1.5亿元，现已实现

年产 150万套、产值 1亿元，新增就

业岗位 80 余个， 新增销售收入

5000万元，利税 2000万元。

“项目的建成，将有力促进我

国完全掌握钛合金抽芯铆钉的设

计核心、关键技术及制造工艺，实

现了钛合金抽芯铆钉国产化研制

配套装机， 制造出技术领先的实

用产品。 ” 贵州航瑞科技有限公

司程飞说。

同样位于乌当区的贵黔国际

总医院建设现场，各种机器全力开

动，医院主体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目前，我们正全力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 力争今年底完成主体

工程， 明年一季度正式投入使

用。 ” 代建项目的贵阳正宏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安

说，“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西南

地区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保健于一体的混合所有制三

级甲等医院。 ”

今年 5 月， 由贵阳市医疗健

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投资建设的贵黔国际总医院正式

开工建设。 该医院总用地面积

130 亩，总建设面积 45 万平方米，

设置总床位数 3000 张，规划总停

车位数 4500 辆， 投资总额 30 亿

元， 按照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标准建设， 采用最新的医疗建筑

规划设计， 引进先进医疗仪器设

备，打造生态化的诊疗空间，将建

设为现代化、智能化、标准化、专

家型的国际性综合医院。

大项目集聚， 支撑新旧动能

转换。 乌当区把握国家宏观政策、

产业政策及投资方向、投资重点，

找准扩大有效投资、 推进重大项

目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加大协调

争取力度，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力

争新开工一批重大项目， 持续开

展 “项目建设大比拼”“待批项

目大提速” 等活动。

同时，乌当区坚持“一个项

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

案 、一抓到底 ” 要求 ，建立完善

“旬调度、 月通报、 季考核” 制

度，强化督查调度，加大重大项

目推进力度，全力促进投资稳定

增长。 本报记者 樊荣 文 / 图

这几日， 在乌当区水田镇三

江村，一幅热闹的丰收景象。 在贵

阳乌当绿源心怡专业合作社的大

棚内，数名村民在采摘香菇，仓库

里堆满的香菇即将发往蔬菜批发

市场。

“村里的香菇丰收了，我们也

有活可做，现在每天一早就来合作

社摘香菇，再也不用跑到外面去找

零活干，每天有 100元的收入。 ” 低

收入困难户曾加涛高兴地说，“不

仅如此，到年底我们还有分红，大家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

合作社报账员张跃娟也忙得

不可开交。每卖出一批香菇，张跃

娟就在记账本上统计好销售收

入。 “自 10 月初开始出菇以来，

现在已经卖出 10000 多斤， 销售

收入近 20000 元。 照这个趋势，合

作社今年的收入肯定差不了。 ”

张跃娟说。

今年 3 月， 三江村深入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实施农

村“三变” 改革，把传统农业种植

调整为食用菌产业和蔬菜种植产

业。为形成产业规模优势，三江村

成立绿源心怡专业合作社， 完善

产业管理、销售及运营监督，在获

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解决

了劳动力就业特别是低收入家庭

就业问题。

“我们采取‘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 + 低收入家庭’ 的运作模

式，带动农户以土地或现金入股加

入合作社。 ” 三江村村支书汤忠秀

说，“同时， 我们积极主动协调帮

扶单位， 为全村 31 户低收入困难

家庭每户争取到 3000 元资金投入

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社员。 ”

绿源心怡专业合作社打造食

用菌种植基地，主要示范种植黑木

耳、香菇、羊肚菌、大头菇等菌种，

计划种植面积 200 亩。 其中，一期

计划投入资金 40 万元， 示范种植

50 亩，搭建食用菌大棚 3000 平方

米。 目前，该合作社已带动村民 36

户入股， 其中低收入困难家庭 16

户，解决困难家庭就业 356 人次。

“合作社成立后，我们首先实

施了黑木耳种植项目， 建成 6 亩

黑木耳种植示范基地， 共种植了

42000 棒黑木耳， 产出 3 万多斤，

实现收入 8 万元， 这是我们合作

社的第一桶金。 ” 汤忠秀说，自此

以后， 三江村的产业开始 “多点

开花” 。

今年 4 月， 绿源心怡专业合

作社实施蔬菜种植项目， 先后种

植小白菜、香菜、菠菜等，收入近

万元；

今年 10 月，绿源心怡专业合

作社实施香菇种植项目， 花费

7.5 万元购买菌棒， 仅一周便开

始出菇，出菇周期长达 4 个月；

……

“最近，我们还跟剑河珍源生

态有限公司达成种植 150 亩大球

盖菇的合作， 这个项目由公司提

供菌种、底料、技术以及销售，合

作社提供土地和人力， 分成按公

司 40%、合作社 60%来算，预计每

亩能产出近 1000 斤， 最高收入 3

万元。 ” 汤忠秀说。

通过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 三江村曾经的包谷地和荒

地，如今焕发出新活力，产生更

大经济效益，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致富。

今年以来，乌当区围绕“来一

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

命” 要求，牢牢把握“八要素” ，坚

持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系统谋

划、全局考虑，结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全省

大健康产业发展引领示范区建设

和世界旅游名城重要景区景点打

造等重大战略，大力推进以精品水

果、特色蔬菜、生态茶叶、中药材、

生态家禽等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完成调整种植面积 70838.4

亩，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樊荣 文 / 图

乌当区开展文明城市

巩固提升“十进” 宣传活动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乌当

区获悉，乌当区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应知应会知识进社区 （小

区）、进乡（镇）、进广场、进公

园、进窗口、进景点、进校园、进

家庭、进车站、进商户“十进” 宣

传活动，引导和激励干部群众共

建共治共享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推动全区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

整体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此次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文

明城市巩固提升———我参与、我

共享、我快乐” ，乌当区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市民文明行为规

范、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先进事

迹、志愿服务精神、文明交通、文

明旅游、文明餐桌、文明如厕、关

心关爱未成年人等应知应会内

容，在社区（小区）、乡（镇）、广

场、公园、窗口单位、学校、商业

街区等， 设计制作群众喜闻乐

见、未成年人容易理解的宣传载

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乌当区通过制作公

益广告、固定展板、社区（乡镇）

宣传栏， 设计印制宣传手册、宣

传折页、工作手册、环保袋，组织

社区志愿者、文明引导员、道德

模范、 身边好人等走进居民院

落， 以及通过广场舞、 小品、相

声、 舞台剧等形式进行广泛宣

传。 （本报记者 樊荣）

本报讯 近日，乌当区政务

服务中心在区市场监管局窗口

设置 “一网通自主服务区” ，深

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提高

群众和企业“最多跑一次” 的实

现率和满意度。

“一网通自主服务区” 按照

“全程代办一人一机， 自助机一

人两台” 的原则，配备了两台电

脑和一名服务人员，让市民无需

取号，便可直接在自主服务区进

行网上注册填报，遇到问题可及

时向窗口工作人员咨询，减少了

以前市民办事排队的时间，也为

窗口办事人员减轻了负担。 自开

通“一网通自主服务区” 以来，

已办结企业和个体共 28 户。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加

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平台宣传

自主申报的优点，告知申报途径

和注意事项，引导企业通过互联

网自主申报名称、 提交申请材

料；窗口工作人员将积极参与实

践操作，熟悉业务流程，及时有

效解决企业在网上登记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本报记者 樊荣）

“一网通自主服务区”

亮相区政务服务中心

本报讯 近日，乌当区文明

办在百宜镇举办 2018 年 “明礼

知耻·崇德向善” 模范事迹巡讲

活动，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

争当先进的氛围，进一步引导和

激励群众发扬向上向善、孝老爱

亲精神。

活动邀请贵阳市助人为乐

身边好人张元学、孝老爱亲身边

好人吴国柱、无私奉献身边好人

申孝军现场作事迹报告。 三位来

自不同行业的道德模范分别讲

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

们生活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让

现场观众感受到了崇高的道德

品质。 在交流环节中，现场观众

积极分享了自己的感言。

此次巡讲广泛宣传道德模

范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从点滴之事做起，把公

民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真正融入到生活实践中。

（汪智怡 本报记者 樊荣）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模范事迹巡讲进乡镇

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乌当区以大招商优环境促经济提质增效

预计前三季度，乌当区地区生

产总值完成 149.98 亿元， 增长

10.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3.83

亿元，增长 14.5%；工业增加值完

成 27.8 亿元，增长 5.8%；城镇和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

27909 元和 16485 元，增长 8.8%和

9.9%，区域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

态势。

今年以来， 乌当区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扩大

产业规模、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

重点，围绕大扶贫、大数据、大生

态战略行动， 聚焦大健康、 大数

据、大旅游产业，整合招商引资力

量，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推进重点

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在招商

引资、选商引产方面取得新突破。

同时，乌当区转变思想观念、创新

工作思路、聚焦服务企业，努力构

建具有乌当特色的优质服务环

境， 全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香菇种植推动乡村振兴

———乌当区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农增收

在航瑞科技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操作设备。

三江村村民在采摘香菇。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

生态文明建设局获悉，5 月以

来，乌当区持续推进森林资源

“六个严禁” 执法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犯罪活动，纵深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具体工作中，区生态文明

建设局抽调技术骨干分为 4

个工作小组，全力排查辖区 10

个乡（镇）、社区所涉及的 343

个疑似图斑，区森林公安局办

案民警核实各（乡镇）、社区

采集图斑相关因子、中心点坐

标和现场相片，收集相关案件

线索。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不遗漏、不留死角” 原则，

乌当区强化部门联动，加强执

法力度，整顿规范木材市场秩

序，严厉打击违法犯罪、非法

运输经营加工木材违法行为，

查处率为 100%。乌当区还建立

健全责任追究考核机制，加大

执法队伍建设力度，严厉打击

毁林占地行为， 加强对采石、

采砂、 取土使用林地管理，加

强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监管。

同时，区生态文明建设局

设立举报电话、 全力排查、全

力督办，建立管理台账，坚决

查处、有效打击各种违法征占

用林地行为及林业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六个严禁” 343 个

图斑已全部调查完毕，11 个行

政案件经区森林公安局立案

调查，结案 3 起，其余 8 起正

在进行相关取证工作。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推进森林资源

“六个严禁” 执法专项行动

本报讯 近日， 乌当区对

全区在建施工项目开展文明施

工及扬尘治理巡查， 推进建筑

施工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针对在建施工项目，乌当

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长效管

理措施，严格落实建设工程现

场文明施工管理及防扬尘工

作， 将责任进一步细化到个

人，层层落实责任，制定具体

治理标准。

巡查过程中，巡查组要求

相关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文

明施工及扬尘治理责任制开

展自查自纠，在施工区域内必

须安装大气监测设备，全面掌

控工地扬尘治理、安全生产情

况；对进出口大门及围挡周边

要求设置专人保洁，并对出场

车辆进行冲洗。 巡查组及时反

馈巡查情况，并立即督促施工

单位整改落实，进一步确保行

动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樊荣）

乌当区巡查在建施工项目

文明施工及扬尘治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