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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在贵安华为云数据

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

行室内精装修收尾工作。 目前，该

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室外幕墙装饰

已完成，并拆开围挡。

据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经

理高军介绍，项目预计今年 6 月 30

日前整体竣工交付，建成后可安装

存储服务器约 80 万台，并将作为华

为全球 IT 维护工程师基地和华为

大学战略预备队训战实习基地，具

备研发与教学培训的功能。

与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仅一

路之隔，苹果中国（贵安）数据中

心项目也正在收尾。这是苹果公司

在美国、欧洲之后设立的第三个数

据中心，建成投用后将对贵州与国

际科技企业的合作起到重大示范

作用。

从三大运营商超大型数据中心

建成投用，到腾讯、华为、苹果等数

据中心先后在贵安新区布局落地建

设， 再到与国铁集团等部门和单位

紧密洽谈，目前，贵安新区已形成了

以建设 “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

地” 为核心的巨大“品牌磁场” ，成

为了超大型数据中心的首选地。

厚植“智慧树” ，深挖“钻石

矿” 。 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

试验区核心区，贵安新区自 2014 年

设立以来，超前布局，启动数据中

心建设，着力绘制贵安“云图” 。 随

着贵阳贵安融合发展， 数据中心集

聚建设全面提档加速，在规模和质

量上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目前， 贵安新区以腾讯贵安七

星数据中心为圆心， 在半径 4 公

里、面积不超过 50 平方公里的区域

内规划建设 12 个超大型数据中心，

总占地面积 11184 亩， 预计总投资

超过 400 亿元， 可承载服务器超过

400 万台。 数据中心平均 PUE 值在

1.4 以下， 数据中心平均能耗基本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20 年， 贵安新区主动协调、

高效服务，推动苹果、华为、腾讯等

数据中心规划建设， 快速解决用地

及供电、 配套工程建设等方面问

题， 保障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重大

项目顺利建设。

来自贵安新区大数据发展服务

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

中国移动（贵州）数据中心、中国联

通（贵安）云数据中心、华为数据中

心、 华为云数据中心高端园 A2、腾

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 苹果中国

（贵安） 数据中心 7 个超大型数据

中心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01.79 亿

元。 随着新一批签约项目的落地建

设，到 2025 年，贵安数据中心投资

规模有望超过 1000 亿元。

按照“建城市、聚人气 ，广招

商、兴产业” 总体要求，2020 年，贵

安新区紧紧围绕打造“三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 工作部署，将大数据产

业作为主导产业和核心竞争力进

行培育，大数据产业总体上保持高

速高质发展态势。

2020 年 12 月 22 日，“2020 贵

州鲲鹏生态伙伴大会” 在贵阳成功

举办。 会上，贵州云上鲲鹏科技有限

公司宣布正式成立， 贵州省鲲鹏生

态创新中心也于现场揭牌。 鲲鹏计

算产业的落地， 有力推动贵阳贵安

把数据中心聚集优势， 转化为加快

打造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的优势。

数据显示，2020年 1月至 11月，

贵安新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持续上涨，完成营收 53.33亿元，同比

增长 47.66%；电子信息制造规上工业

总产值完成 128.7亿元； 电信业务收

入完成 1.99亿元， 同比增长 5.15%；

电子商务交易额完成 81.5亿元。

“十四五” 期间，贵安新区拟

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实施 “544 工

程” 、建设“412 保障体系” 。 “544

工程” 即打造 5 张数据名片，强化

在国家电子政务数据、 全国金融数

据、 全国交通数据、 全国工业数据

和数字内容等领域数据中心招商；

重点建设数字金融产业园、 数字公

共安全产业园、 智慧能源产业园、

工业互联网产业园 4 个园区； 重点

发展数据中心装备制造业、 智能终

端产业、 云计算产业、 人工智能产

业 4 个产业。

“412 保障体系” 即重点做好

“四个保障、一个降低、两个提升” ，

保障数据中心集约化用地需求、数

据中心电力安全需求、 数据中心网

络需求、数据中心信息安全需求；创

新体制机制， 降低数据中心及配套

产业的要素成本； 围绕数据中心全

生命周期，打造一流的运维体系，提

升服务能力；围绕新型产业用地，提

升产城融合发展品位。

贵安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

助力打造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七个超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100亿元

■预计到 2025年，贵安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有望超过 1000亿元

1 月 20 日， 贵安新区苏贵产

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在贵安新区揭

牌成立，标志着贵安新区与苏州工

业园区合作共建苏贵产业园取得

实质性进展，也为贵安新区新一年

的招商引资工作开了个好头。

作为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

安新区自成立以来， 始终把招商

引业作为做大城市规模、 做强实

体经济的生命线， 聚焦大数据电

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大健康、

文化旅游、新材料、特色食品、现

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 以引领性

项目产业链招商为重点， 全力以

赴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取得积极

进展。

“七年来，我们发挥贵安温

度湿度、电力能源、安全保障、区

域位置等方面优势， 吸引了富士

康、三大运营商、腾讯、苹果、华

为、现代汽车集团数据中心、FAST

数据中心等落户， 如今贵安已经

发展成为南方数据中心核心区、

全国大数据产业集聚区、 全国大

数据应用与创新示范区。 ” 贵安

新区产业发展局招商办专职副主

任胡猛说，企业落地会考虑保障、

服务等众多关键要素。因此，贵安

新区设立之初，便提出了“一年

有框架、 两年有效果、 三年有形

象、五年大发展” 思路，秉承“筑

巢引凤” 理念，前三年，新区都在

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

通与贵阳市的路网， 不断提升城

市功能， 希望以优良的投资环境

吸引优秀企业入驻。

2018 年， 为提高招商引资效

率，减少“调门高、落实少” 的问

题， 贵安新区有针对性地出台了

完善集土地、用电、财税、物流、融

资、人才、用工、科技创新等融合

支持的普惠性招商政策措施。 功

夫不负有心人， 当年新区新引进

项 目 71 个 ， 项 目 签 约 金 额

118.19 亿元。 尤其是华为数据中

心落地贵安新区， 更为新区招商

引资注入了强劲动力。

“那么多企业愿意落户贵

安，说明贵安是被认可的。 ” 胡猛

说，2019 年，随着贵安高铁站、贵

安医院和中小学校、 公交站场等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加速推

进，新区的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招

商工作也取得了新突破， 引进了

一批创新性、引领性、标杆性的大

项目、好项目。

胡猛说， 从 2017 年 5 月贵州

首个超算中心在贵安新区落户，

到 2018 年 5 月腾讯贵安七星数据

中心一期正式投入试运行 ；从

2019 年 2 月苹果中国 （贵安）数

据中心变电站项目开工建设，再到

2020 年 12 月恒力（贵阳）产业园

在贵安新区举行开工仪式……七

年时光，他看到了新区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也看到了新区美好的

发展前景。

“作为参与招商工作的工作

者，看到新区招商工作持续向好，

感觉很欣慰， 同时对今后的招商

工作充满了信心。 ” 胡猛说，新的

一年， 贵安新区将紧盯产业链抓

招商引业，引进更多优强项目，推

动招商引资工作迈上新台阶。

贵安聚焦主导产业引进优强项目

本报讯 来自太金线金关隧道项目施工单位的消

息，截至 1 月 25 日，太金线金关隧道左右两洞累计掘进

近 800 米。

据项目负责人李晓伟介绍， 金关隧道设计为双向四

车道，左右两洞共计 1397米，2020年 3月进场施工。 施工

中，隧道开挖宽度达到 21.94米，围岩较破碎，在这种条件

下施工难度很大，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辅助施工措施和初

期支护相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完成本项目的施工任务。

谈到施工难点，在项目总工邢彬看来，隧道的建设要穿

越夹泥岩层，而且隧道进出口段覆土较薄，岩体较破碎，工

程地质稳定性较差，须采用大管棚超前支护方法进行施工。

此外，隧道中部岩溶较发育，工程稳定性一般，须采用超前

小导管加上双侧壁或单侧壁施工方法进行施工。

“为确保隧道建设如期完工， 我们严格实行 24 小时

无缝对接开展施工，严格管理，杜绝因工序交错浪费有效

的作业时间。 ” 邢彬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太金线金关隧道左右两洞

累计掘进近 800 米

本报讯 连日来，贵安新区消防救援支队积极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做好消防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遏制火

灾事故发生。

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群升物业管理公司、碧桂园

学府 1 号等单位场所， 重点检查各场所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对安全出口 、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日常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

明灯等消防器材、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控制室值

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等进行了详细检查； 对消防车

通道集中整治情况进行“回头看” ，对占用堵塞通道

的违法车辆进行现场执法，并抄告交警部门；对电动

自行车停放和集中充电情况进行检查， 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要求立即整改，

并叮嘱各单位消防安全负责人、 管理人员要进一步

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层层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切

实履行好自身职责，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加

强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万无

一失。

通过此次检查，检查组已督促、指导社区居委会、物

业服务企业开展消防安全自查 8 次， 治理消防通道、消

防设施存在的突出问题 5 个，消除火灾隐患 26 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 文 贵安消防 / 图）

贵安消防开展检查

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图为检查组在检查灭火器。

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一角（1 月 4 日摄）。

本报讯 1 月 25 日，高峰镇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调度会。

调度会上，高峰镇组织与会人员集中收看电视专题

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警示大家要力戒侥幸心理、麻

痹思想，切莫玩忽职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莫

敷衍塞责；力戒只为工作松散找借口，不为履职尽责找

方法，切莫顾此失彼。

此外， 高峰镇还对贵安新区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

求相关部门立行立改，继续查找在社会控制面上存在的

漏洞，防止工作不深不细；工作中要再提高思想认识，再

压实工作责任，再夯实宣传教育工作。 各村（居）要以

“三个一”（开好一个会、建好一本台账、进行一次大走

访）为抓手，对相关人员进行再培训，不折不扣将相关

疫情防控政策落到实处；要严格网格化管理，进行拉网

式入户核查，对属地人员进行精细化台账管理，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不留死角。

（欧阳德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高峰镇调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近日，马场镇文化服务中心开展文化旅游

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排查。

排查中， 马场镇文化服务中心对辖区 3 家网吧、3

家 KTV、3 家星级酒店、1 个景区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填

报疫情防控登记表是否规范、店内人员是否按规定佩戴

口罩、是否张贴疫情防控提示标语、防疫物资是否准备

充分等情况，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已责

令其按要求限期整改，下一步将不定期督查整改情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马场镇开展

文旅行业疫情防控排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文

石照昌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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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贵安新区的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手机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