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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5 日， 白云区委九

届六次全会暨高新区领导干部大会

召开，贵阳高新区正式出台“1+7” 系

列文件。 其中的“1” 即《贵阳国家高

新区党工委贵阳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加快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围绕全力打造中高端消费品核心区，

贵阳市高水平对外开放主战场的目

标定位，规划了贵阳高新区从今年到

2035 年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计划和路

径。“7” 则是配合实施意见的相关子

方案。

按照“1” 的规划，到 2020 年，

贵阳高新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

的立体开放体系初步形成，“三品三

业” 成效初显。 率先突破带动全市开

放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

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全区进出口总额

力争超过 3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超

过 3 亿美元；新引进培育 8 家以上中

高端制造和商贸服务领军企业，以中

高端制造为重点的工业总产值超过

230 亿元； 建成数博大道核心区，大

数据主营业务收入 330 亿元，大数据

与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深度融合达

95%； 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增比进位

中排位前移 2 位，其中国际化和参与

全球竞争能力前移 10 位。

到 2025 年，对外开放水平处于

中西部国家高新区前列，“三品三

业” 布局基本形成。全市对外开放主

战场作用更加凸显， 对外贸易合作

更加深入广泛， 全区进出口总额力

争超过 35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超

过 15 亿美元；新引进培育 25 家以上

中高端制造和商贸服务领军企业，以

中高端制造为重点的工业总产值超

过 700 亿元； 大数据主营业务收入

650 亿元；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增比

进位中排位前移 5 位，其中国际化和

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前移 15 位， 处于

中西部国家级高新区前列。

到 2035 年，“三品三业” 成效

显著，建成中高端消费品核心区，以

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和以大数

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型产业体系

形成。 全区进出口总额达 100 亿美

元左右， 以中高端制造为重点的工

业总产值达 3000 亿元以上。 建成贵

阳北部产业新城， 成为贵阳高水平

对外开放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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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

贵阳高新区围绕高质量发

展目标， 率先在全国发布

首个 5G 实验网络综合应

用示范项目并在数博大道

启动建设， 成立全国首个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运用“三

全三化” 打造的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性项目占全省

62.5%；成功引进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 新加坡南洋理

工等世界知名大学设立分

支机构；聚集了中航黎阳、

振华新材料、 德威、 英特

尔、戴尔、阿里巴巴、华为、

腾讯等一批知名企业，荣

获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核心区、 国家大数据产业

技术创新试验区、 国家

“双创” 示范基地等多项

称号……

获得的成绩成为经

验，具备的优势成为动力。

在全市两会召开之际，贵

阳高新区向两会报告：

2019 年，贵阳高新区抢抓

机遇， 定下了加快实施高

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 并出台

了具体的 《实施意见》以

及 7 个 《行动计划》和

《重点项目》。计划今年在

全国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

排位前移 1———2 位。三园

口径二产、 三产营业总收

入达到 1000 亿元。新投产

工业项目 15 个，引进省外

实际到位资金 200 亿元，

同比增长 11%， 外贸进出

口实现 2.4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2%……

全力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A

� � � � 开放是时代的最强音，

开放的水平决定了发展的水

平。 贵阳高新区充分认识到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 是贵阳高新区必须

抓住、用好的重大机遇，今年

将抢抓贵阳数博大道、 贵阳

北部产业新城建设的契机，

加快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

空间。 积极申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 申请设立内陆自

由贸易试验区。 瞄准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

企业 “引进来” 和 “走出

去” ，全力构筑高水平对外开

放新格局。

同时， 依托已建成的高

新区境外创新中心，以“境外

孵化培育 + 高新区产业化”

模式， 多渠道寻求中高端消

费和中高端制造合作。 争取

在德、日、韩创建 2———3 家

海外创新中心。 加快引进聚

集 7 家以上外事机构、 签证

中心、代办机构、国际中介等

组织。 组织筹办 5 次以上国

际性商贸出访活动。 全力打

造 中 印 IT 产 业 园 ， 吸 引

NASSCOM （拉丝康姆）更

多会员企业到集聚区发展。

建好贵阳留创园， 加快完善

孵化链条， 打造高水平的海

归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文字 /统筹

高欣萱 /图

2019年贵阳高新区———

打造引领贵阳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五大集群” 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B

� � � � 实体经济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立身之本， 贵阳高新

区将全力发展中高端制造，

重点打造 “20 品 15 业” ，用

5———7 年时间形成个人消费

品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电气

设备仪器制造、 高端装备制

造、 现代包装印刷五大制造

业集群。

高端消费品制造方面，全

力推动大自然、汉方、恒霸、得

轩堂等企业发展，加快中科康

膳一期、 二期建设， 确保于 3

月份、9 月份分别建成投产投

用。 电子信息制造业方面，加

快推动达沃斯光电、特康机器

人、振华军民融合半导体产业

基地、 中晟泰科等项目建设。

确保 3 月份前达沃斯光电二

期厂房启动装修改造，7 月份

前建成投产，力争 3 月份前特

康机器人生产及机器人产业

互联网平台项目建成投产。 电

器设备仪器制造业方面，推动

林泉电机、雅光电子、长通电

气等企业做大做强，引进上海

玖行能源等产业配套企业。 高

端装备制造业方面，加快打造

高端装备制造（发动机）产业

园， 重点推动中航发黎阳、黎

阳天翔、燃气轮机、中宇科技

等企业做大做强。 新能源产业

方面， 重点发展以交通设备、

汽车动力电池等为代表的新

能源产业，推动“比亚迪智能

制造产业园” 春节前实现签

约，4 月份前落地建设， 力争

2019 年 7 月份以前启动建设

“立体交通智能制造产业项

目” 。 扎实推进贵阳市基础制

造工艺配套基地建设，7 月份

前投用。

同时，打造全球“卖场” ，

按照“大数据 + 新零售” 的思

路，采取线下实体体验，线上下

单购买等模式， 加快引进德意

志空间等新型专业贸易机构，

推进茅台酒街、天一广场、联合

广场等实体展销项目， 完善珠

宝交易中心功能， 沿数博大道

沿线布局 10 家以上中高端消

费品展销中心、形象店。对接贵

安新区、 综保区实施保税政策

延伸，推动德国、日本、韩国等

国家中高端消费品从原工厂转

移到辖区集中展示交易， 逐步

推动境外工厂本土生产。

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做强数字经济

C

� � � � 数字经济是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 贵阳作为

贵阳市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主

战场，在 2019 年将继续坚定

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

全力实施“123456” 大数据

发展思路， 加快打造大数据

发展 2.0 版，全力推动以大数

据、 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预计在 5 月份前编制完

成《数博大道沿线详细城市设

计方案》，抢占 5G 应用先机，

全力打造网联城市，加快推进

十二大 5G应用场景建设。 围

绕大数据、人工智能、5G 应用

（智能网联城市）、区块链、量

子信息、 生命科学等六大重

点， 全力实施 “十百千万工

程” 。 运用“三全三化”（全流

程、全要素、全覆盖；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推进神奇药

业、恒霸药业、石博士等一批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航

天云网、中冶赛迪等工业大数

据平台走向全国，实施智能制

造改造（含新建）项目 40 个

以上，20 个项目纳入全省“万

企融合”标杆示范项目。 加快

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

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

力打造“中国数谷”核心区。

今年， 贵阳高新区将重

点推进英特尔人工智能平

台、 华为软件开发云平台等

一批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加

强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贵州

大数据)等一批大数据科研平

台建设。 全力引进世界一流

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

在高新区建设分支机构，探

索构建在筑高校 （研究机

构） 与德国工业强校的合作

机制， 建立 “中德职业教育

（贵阳）培训中心” ，力争全

年汇聚 10 所以上世界一流

大学开办分校、实验室、创新

中心等。 计划全年引进数据

中心资源 5 家以上， 引进和

培育大数据龙头企业 2 家、

规上企业 10 家，新增注册大

数据 1400 家，大数据主营业

务收入完成 280 亿元。

瞄准“两高” 实施精准招商引业

D

� � � � 贵阳高新区今年将瞄准

重点区域招商———国外重点

瞄准以德、日、韩等为代表的

制造强国， 大力引进一批中

高端消费品制造及其产业链

“隐形冠军” 企业、行业龙头

企业， 大力引进一批中高端

制造及其产业链企业， 重点

接洽德国 D+H 机电、英飞凌

科技股份公司等企业， 建设

一批中德（贵阳）合作项目。

国内则面向北上广深及东

莞、佛山、苏州、宁波等发达

地区， 重点引进一批投资实

力强、辐射作用广、产业带动

大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

制造、 现代服务等大企业大

项目落户高新区。 力争对接

洽谈 20 家标志性企业，100

家目标企业， 开展各类招商

引资活动 100 次以上， 挖掘

投资意向 50 个，签约目标产

业项目 30 个以上或签约目

标产业项目投资额 60 亿元

以上。

同时， 用好大数据精准

招商云平台， 建设全球招商

项目库和数据库， 绘制全球

招商地图， 加快建立面向重

点招商目标区域的全球招商

网络；大力开展精准有效、灵

活机动的点对点招商、“小分

队” 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

招商和专业招商， 并在 3 月

份以前组建一支面向全球招

商引业的突击队。

打造“国内一流、省市领先”

营商环境

E

� � � � 今年， 贵阳高新区将以

“国内一流、省市领先” 为目

标， 持续打造 “五最新绿

洲 ” ， 不 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加快世界大学科技

园、人工智能产业园、“一带

一路” 产业园等建设，年内

建成投用一批企业实质性入

驻。 加快推进国际航天航空

产业园、 国际医药产业园等

载体打造， 力争年内实现一

批上下游配套产业落地；谋

划建设中欧日韩先进制造产

业园、 贵阳高端装备制造

（发动机）产业园。 同时，把

写字楼、 标准厂房、 专家公

寓、员工宿舍“四大件” 作为

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抓手，

进一步加大智谷人才小镇、

大数据人才小镇建设力度，

确保 2 月份前开工建设科技

人才小镇、3 月份前开工建

设太阳湖人才小镇建设，努

力完善“十二项” 功能配套，

构建人才聚集新磁场。

此外，狠抓“放管服” 改

革。加快实施“一趟都不跑”

改革， 力争 6 月底前大数据

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全

年实现“一趟都不跑” 事项

占 80%以上，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到 3 个工作日内； 持续

开展 “群———场———会” 调

度， 建立重点项目专班服务

机制，做到项目推进“零障

碍” 、项目业主“零投诉” ，

以“店小二”“好保姆” 的优

质服务推进项目早建成、早

投产、早达产，全年建成投产

项目 70 个以上。

健全创新体系

培育“创客” 变“极客”

F

� � � � 贵阳高新区今年计划做

大创新主体， 完善科技创新

机制，强化瞪羚企业、独角兽

企业的培育， 确保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35 家、CMMI 评

估认证企业 8 家， 新引进软

件企业 120 家。 搭建创业孵

化大数据监管服务平台、工

业设计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

载体，强化科研院所、高校与

企业的融通创新， 加快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确保科技投

入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达到 15%以上、新增

各类研发机构 （平台）20

家、 新增创新服务机构 40

家、新增院士工作站 1 家。

同时，推动留创园、大学

生创业园升级改造， 建设贵

州·清华大数据研究生实践

教育基地，打造 10 个以上高

水平专业化众创空间、 离岸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创业社

区、创业街区，实现企业加速

器扩容至 20 万平方米，全面

提升创业孵化能力， 培育

“创客” 变“极客” ,打造双

创升级版。

提升干部队伍服务水平

打好三大攻坚战

G

� � � � 今年， 贵阳高新区将继

续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坚定不移纠 “四风” 、 树新

风。 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

约，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 坚决查处乱用滥

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和不用弃

用权力的失职行为， 推进大

数据精准权力监督云平台建

设，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

作为、假作为，形成干事创业

的良好政治生态。

同时，坚决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全力抓好各

种风险防范。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助力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 抓实纳雍结对帮扶，实

施“点———线———面” 结合，

抓实“七大帮扶”任务。

贵阳国家高新区白鹭湖畔。

贵阳国家高新区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贵阳国家高新区贵阳国际

人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