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白云区大山洞街道办

事处利用闲置办公用房升级打造

的“两代表一委员” 联络站投用。

新联络站占地 150 余平方米，分

为党建、人大、政协三间独立联络

室， 设置了智慧党建 VR 功能区

域，为“两代表一委员” 搭建学习

交流和履职服务的平台。

图为“两代表一委员” 在新

联络站参观学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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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明区拥有各类创

新型企业 831 家，占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的 11%；新增专利授

权 量 2705 件 ， 累计 达到 7071

件，同比增长 46.3%，居全省第 1

位……翻开南明区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台账，一组组亮眼的

数据展现了该区深入推进 “双

创” 工作交出的精彩答卷。

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创业

是就业富民之源。 近年来，南明区

深入贯彻“双创” 工作要求，以打

造南明新型数字化产业集聚区为

核心，以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

中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 竭力打

造创业的高地、创业的沃土、创客

的天堂，着力构建“创业苗圃 + 孵

化器 + 加速器 + 产业园” 的全产

业链创新孵化培育体系， 让 “双

创” 成为调整经济结构、打造发展

新引擎、 增强发展新动力的重要

抓手和突破口。

政策引领 厚植“双创” 沃土

从最初的“破冰发展” 到现在

的卓有成效，南明区始终坚持把创

新创业摆在突出位置，以打造一流

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为使命，不断

优化政策措施环境，为“双创” 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明区委、 区政府建立了由

区长牵头的创新创业工作领导机

构，形成“统一领导、分工负责、部

门联动、合力推进” 的就业创业工

作新机制。 该区围绕财政税收、平

台搭建、主体建设等，在贯彻落实

省市有关政策的基础上， 先后编

制了《南明区关于营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环境强力推进众创

空间建设的工作实施意见》《南

明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区科技创

新工作实施意见》等 20 余项专项

政策， 形成省市区三级联动的政

策体系。

在构建专项政策体系的基础

上，该区还出台了《南明区加快楼

宇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南明

区关于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奖励暂

行办法》等政策性文件，加快在各

行业各领域推进“双创” 工作。

整合资源 汇聚“双创” 动能

南明区委、区政府认为，必须

加大对创新体系的支持力度，集

中力量、整合资源，加强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 突出空间及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 才能不断促进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 培育产业发展新引

擎。

该区每年安排 1500 万元资金

用于集聚创新要素、 完善创新体

系、推动自主创新、鼓励做大做强、

培育众创空间及创业企业发展。据

统计，2017 年至 2019 年， 该区在

产业发展、科技研发、平台建设、小

微企业培育、项目实施、人才培养

等方面，累计投入政策奖补资金超

8.09 亿元。

为破解“双创” 企业融资难

题，南明区全力建设“政银企” 合

作平台，着力畅通投融资渠道，规

范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政府设立的

市场化运作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 今年，该区进一步扩大民营企

业融资担保覆盖面， 争取抗疫特

别国债 1.12 亿元，同时采用延长

缴费期限、 降低缴费比例等方式

给予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补助，

助推复工复产。

华润医药、 中智国际等中国

500 强企业，阿里淘鲜达超市西南

区总部、 苏宁红孩子贵州总部等

17 家总部企业；清华同方、台湾联

华神通等 60 余家优质企业；北京

盈科律师事务所等 40 家高端服

务业企业……通过政策倾斜和产

业扶持，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人

才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建设，一

批“双创” 企业陆续在南明落地

生根， 该区初步形成了以数字经

济产业、 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

代产业体系。

加速发展 涌现“双创” 成果

贵州海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成立于 1997 年的本土企

业。 近年来，公司重点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加快转型， 逐步从一家

传统 IT 企业转型发展为具有核

心技术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大数据发展浪潮中焕发出新的

活力。

“公司始终秉持创新精神，持

续加大技术转型和自主研发力

度，现有软件著作权、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共计近 60 项，相关

产品技术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学技

术奖励一等奖 2 项 、 二等奖 1

项。” 海誉公司云市场部总经理许

佳说。

在南明区， 像这样经历过创

新蝶变的企业还有很多。“双创”

作为驱动经济转型的新引擎，在

南明大地上蓄势燎原。 目前，全

区有各类创新创业支撑平台 61

个，其中国家级众创空间 4 家，占

全省总数的 33%； 有国家级科技

服务机构 3 家， 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 4 家； 累计 6 家企业成功挂

牌 “新三板” 。 华中科技大学贵

州芯火集成电路联合研究中心引

进和培育“长江学者” 1 名、博士

硕士 100 余人； 贵阳学院被评为

“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系基地”

“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中

国 专 利 保 护 协 会 贵 州 研 究 基

地” 。

如今， 南明区已拥有较为完

整的孵化服务链条和孵化器集

群， 形成了以高校院所、 龙头企

业、 专业团队和科技载体为代表

的“3+1” 重点发展模式，初步构

建起了创新链、 产业链、 资本链

“三链” ，创新创业与产业发展相

互带动的南明“双创” 生态格局，

正不断为南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积蓄力量。

袁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打造发展新引擎 增强发展新动力

———南明区深入推进“双创” 工作一瞥

本报讯 10 月 20 日，记者从

经开区“十四五” 科技创新工作座

谈会上获悉，“十三五” 期间，经开

区科技创新队伍不断壮大，高新技

术企业从 2016 年的 41 家，增加到

2019 的 95 家，年平均增速 34%。

“十三五” 以来，经开区始终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聚力壮大科技型企

业，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升

创新创业服务质量，在构建科技创

新政策体系、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发

展等方面不断突破。 出台了《贵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科研项目和

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贵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科技研发投入

与创新能力建设资金补助办法

（试行）》《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10 条措施》等一系

列政策。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2016

年至 2019 年， 区级财政科技资金

投入累计达 3.8 亿元，通过政策引

导与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科技

创新队伍不断壮大，创新研发平台

逐步提量增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本报讯 10 月 20 日，经开区

举行“十四五” 科技创新工作座

谈会。

当天， 来自科技创新领域的

40 余名国内院校专家、 企业代表

齐聚一堂， 从平台搭建、 成果转

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为经开

区“十四五” 期间科技创新工作

建言献策。

清华大学先进金属功能材料

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刘源说，贵阳

经开区乃至西南地区科技创新未

来的着力点应放在培育创新型高

新技术产业、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上， 应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推进产

学研合作，搭建新型创新平台，加

快构建研发平台， 促进研发成果

产业化。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

主任、 教授杨义先从网络安全的

角度， 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存在

的问题及贵阳经开区的发展优

势。 杨义先认为，应从安全量化理

论分析、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密

码应用等方面加快部署， 为网络

安全保驾护航。

针对经开区规模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占比不高的问题， 贵州省

装备制造业协会秘书长、 研究员

级高级工程师黎明杰认为， 政府

应进一步鼓励企业搞科技创新，

积极引入科研人才、机构、企业等

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并引导财政

扶持资金高效匹配， 强化体制建

设，优化资源配置。

贵州数安汇大数据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贵阳海信电子有限公

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代表，分别从人才引育、平台

建设、人才库建设、产学研合作等

方面，介绍了企业接下来在科技创

新方面的重点工作。

“唯有持续实施科技创新发

展，加快成果转化，才能从容面对

当下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

才能解决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

经开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

任高升说， 经开区将坚持高标准

要求、加快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

量发展， 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质

量的提升，以打造千亿级开发区，

建设贵阳南部现代产业新城为目

标，把人才放在首要位置，培养造

就一批创新能力极强的战略科技

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创造更多原创成果、颠覆性技术，

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经开

区经济社会发展， 使经开区成为

科技企业、研发机构、成果转化、

科技人才的集聚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经开区举行“十四五” 科技创新工作座谈会

专家“把脉” 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 期间———

经开区高新企业年均增速 34%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10 月 20 日

从乌当区了解到， 该区扎实推

进对天柱县、长顺县敦操乡、望

谟县麻山镇及罗甸县红水河镇

“一县三乡（镇）” 的结对帮扶

工作。 自 2016 年帮扶以来，累

计投入资金 2673.92 万元 ，实

施产业、 就业及民生类等项目

23 个，开展培训 798 人次，助力

1.36 万人脱贫。

据了解， 乌当区强化省会

担当， 发挥乌当区在科技、人

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以集中

攻坚、稳定脱贫为工作重点，大

力实施大市场带动帮扶工程、

大就业带动帮扶工程、 大产业

带动帮扶工程、 教育带动帮扶

工程、医疗带动帮扶工程、干部

选派及培训带动帮扶工程，巩

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不断增

强结对帮扶地贫困群众发展能

力， 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乌当贡献。

为确保顺利完成结对帮扶

目标，乌当区成立以区委书记、

区长任双组长的结对帮扶领导

小组， 建立和完善双方领导定

期互访、联席会议等机制，确保

结对帮扶工作有目标、有规划、

有投入、有措施、有效果。 同时，

强化帮扶责任， 要求各成员单

位积极主动对接帮扶地区，明

确帮扶措施，相互配合，用心用

情真帮实扶， 扎实推进与结对

帮扶地的共建合作， 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打赢脱贫攻坚

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逾 2600 万元

乌当区助力“一县三乡（镇）”

1.36 万人脱贫

本报讯 10 月 16 日，观山

湖区卫生健康局举办 2020 年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中医药健康

管理服务项目培训班。

当天，观山湖区金华镇卫

生院 、朱昌镇卫生院 、百花湖

镇卫生院、金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世纪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的 50 余名医护人员参加

培训。 培训特邀贵阳市妇幼保

健院中医科等科室的专家授

课，专家们分别对《新划入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规

范》、 中医药健康管理项目考

核指标和方法进行解读 ， 同

时，给大家介绍了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相关病例。

“此次培训进一步推动了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在我区的落

实， 规范和提升了全区中医药

健康服务项目管理水平。 ” 观

山湖区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

说。

（潘远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举办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培训班

本报讯 10 月 19 日，白云

区 2020 年优秀干部主体培训

班开班。

此次培训时间为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30 日， 邀请了来自

省、市、区等相关单位专家讲师

授课，内容涉及《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领导干部

心理调适、经典诵读等方面。 此

外， 将组织学员赴黔南州平塘

县等开展现场教学。

据悉， 此次培训班是白云

区 2020 年秋季主体培训班之

一。 按照《白云区 2020 年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计划》， 白云区

2020 年秋季主体培训班已于 9

月 18 日开班，先后举办了村党

支部书记主体培训班、 社区党

支部书记主体培训班、 新任科

级干部主体培训班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优秀干部

主体培训班开班

白云区大山洞街道———

“两代表一委员”

新联络站投用

本报讯 10 月 21 日，记者

从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获悉，

2020贵阳高新区创客联创计划

之创新创业大赛开始报名，报

名本月 31 日截止。

此次大赛由贵阳高新区管

委会指导， 贵阳高新区创业服

务中心主办， 猪八戒网贵州公

司承办。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

初赛结束后， 按评分评选出前

30 名大赛优秀团队晋级总决

赛。 通过总决赛，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及优秀奖 5 名。 此次大赛

重点鼓励高层次人才、 留学回

国人员、 高校和技工院校学生

（毕业生）、复转军人、返乡农

民工、残疾人等创业者参赛。 参

赛者可将初赛项目计划书投递

至 指 定 邮 箱 ：yangyuyin@zbj.

com。

据悉，2020 贵阳高新区创

客联创计划之创新创业大赛将

于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举

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高新区创客联创计划之

创新创业大赛开始报名

大赛 11 月 18 日至 26 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