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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3 月 10 日，第

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

赛区暨贵州科技创新大赛优

秀双创企业及项目投融资对

接会， 在贵阳高新区贵州科

学城举行，会上共签订 12 笔

投资意向书， 意向投资金额

近 6000 万元。

据了解， 此次活动围绕

“科技创新 成就大业” 这一

主题，重点聚焦大数据、新一

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材

料、大健康、智能制造等领域，

邀请近几届大赛优秀参赛双

创企业和部分入驻贵州科学

城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参加，与

投资公司和金融机构面对面

交流。 当天，共有七家公司进

行了现场路演，大会最终签订

12 笔投资意向书。

据悉， 此次对接会的举

办是贵州省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后续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

之一。 后期， 主办方还将组

织科技资源对接沙龙活动，

进一步汇聚更多优 质的 创

新创业资源，落地孵化更多

优质项目，逐渐探索出一套

通过创新创业大 赛 挖掘 优

质项目，并加速项目落地发

展的培育模式，营造不落幕

的创新创业氛围，激励贵州

省科技型中小企 业 加快 发

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贵州科技创新大赛———

12个优秀双创项目

签订意向书

� � � �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贵

阳高新区获悉，该区企业贵州

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获绿

色高效空调系统“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 授牌。

据悉，汇通华城是一家本

土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2002 年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

于中央空调系统节能领域，

致力于用先进的控制技术，

在保证空调环境满足需求的

前提下，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该公司围绕高效机房的设计

优化原则， 通过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 ，建立了“云 + 暖通

空调服务” 的能效云平台，实

现云端覆盖设备集成管理、

能源管理、运维管理、设备可

视化 、APP 移动运维业务等

功能，大幅降低能耗的同时，

使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更加智

慧、高效。

目前， 汇通华城的客户

群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一

带地区 ， 服务 对象 涉及 医

疗、工业、酒店、交通等多个

领域。 截至 2020 年底，该企

业在全国 27 个省 、 市投运

的中央空调节能项目达三千

余个 ， 包括全国政协大楼、

水立方 、国家博物馆 、华星

光电、 北京地铁、 贵阳轨道

交通一号线等项目，项目平

均节能率达到 29 .6%， 年总

节电量超过 23 亿度 ， 每年

为客户创造节能价 值超 过

18 亿元，年节约标准煤超过

76 万吨，年减排碳约 172 万

吨 ，产生了可观的节能和环

保效益。

截至目前，汇通华城已参

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编

制， 共取得了 54 项专利，掌

握了中央空调系统节能运行

的主要关键技术， 为规范本

行业的产品生产、 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

接下来， 汇通华城还将吸纳

行业先进技术理念， 不断推

出先进的节能产品和技术，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同

时，赋能绿色发展。

（实习生 冉耀麟 贵阳日

报融媒体记者 杨蕾）

汇通华城获绿色高效空调系统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授牌

� � � � 3 月 15 日，贵阳高新区质监分局联合区工商分局以“守护

安全、畅通消费” 为主题，在辖区内开展“3·15” 专项检查。图为

工作人员在检查超市售卖的电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婷 摄

� � � � 本报讯 3 月 12 日，记

者从高新区行政审批局获悉，

该局实施容缺审批办理机制，

成功帮助企业快速落地高新

区。

据悉， 落地高新区的企

业是贵州瓮福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该公

司准备入驻贵阳高新区，但

在办理住所和经营范围变更

时发现准备的材料不对。 在

和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对接过

程中， 该局工作人员在确认

企业能够履行领取营业执照

时补齐资料的承诺后， 开通

了“绿色通道” ，以“容缺审

批办理” 的方式为其办理了

营业执照。

据了解，为营造“服务最

优、门槛最低、程序最简、审

批最快、时间最短” 的营商环

境，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建立

的容缺审批办理机制， 是指

针对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

合法定形式， 次要申请材料

欠缺的行政许可事项， 在申

请人作出相应承诺后可先行

办理的一种审批办理方式。

下一步， 该局将继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急企业之所急、

想企业之所想、 解企业之所

难 ，合法变通 、提速增效，助

力企业做大做强， 为全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实施容缺审批办理

帮助企业快速落地

� � � �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不久前

公布的评价结果显示，2020 年，贵

阳高新区 “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

能力” ，在国家高新区中的排名较

上年度提升 4 个位次， 排在了第

45 名。数据的背后，是科技创新赋

能高质量发展的“高新实践” 。

“危” 中寻“机”

创新带来新机遇

2020 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 ， 贵阳高新区按照

“高、新、快、好” 四字方针，全力

推进创新科技发展，贵阳高新区科

技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影响，“危” 中寻“机” ，主动打开

市场销路。

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及时打造出疫情防控预警平台、贵

州省医药物资供应保障系统、快速

无接触热成像测温仪 （黑体）、云

端业务工作室、 企业上云服务站

等。 其中，AI 体温精准筛查系统，

实现线下免接触，精准测温，刷脸

即测到， 测到即判到， 判到即跟

踪， 同时加持线上监测追溯平台，

做到快速响应、预警、监测。 公司

因此入选国家首批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

贵州力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疫情期间接到贵州省公安厅应

援要求，仅仅四天时间就研发出疫

情临时通行证管控和员工轨迹填

报两个小程序，为抗疫争取到了宝

贵时间。公司因此成功入选贵州省

2019 年度“百企引领” 示范企业

名单，及贵州省 2020 年科技型中

小企业名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与培育，2020 年， 贵阳高新区

科技创新创业局组织区内 24 家

企业 24 个项目申报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科技助力经济 2020” 重

点专项，获立项支持 10 项，帮助

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困难。

同时 ， 鼓励园区企业围绕大数

据、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开展技

术及产业化研究，帮助企业争取

国家、 省 、 市科技立项项目 78

项， 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5250 万

元。 帮助汉方药业、振华新材料

等 15 家企业获市级专利资助资

金 39.5 万元。

建好平台

助企业提质增效

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贵阳高

新区以建设研发机构及平台为抓

手， 加快各类创新资源的聚集速

度。 2020 年，贵阳高新区新增贵州

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 1 家国家级研发机构， 全区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 7 家， 占全

省总数（26 家）的 26.9%；新增贵

州省花椒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贵州慧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等 8 家省级研发机构。 全年

新增研发机构（平台）22 家，研发

机构 （平台） 累计达 219 家，其

中，国家级（平台）26 家。

正是以平台为载体，企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起到了带动效应。由贵州航天林泉

电机公司承建的国家精密微特电

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搭建了微特

电机行业第一家产业互联网平台，

平台将微特电机企业内部及其上

下游产业链的相关企业、 政府、军

队、高校、社会团体、专家、创客、

媒体、金融的信息、能力、资源都

汇集到平台进行统一的优化管理

和经营， 最终实现协同制造。 目

前，由中心研发的技术成果，已成

功应用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国

家重大工程和新兴行业，推动相关

产业每年新增产值预计超过 10

亿元。

四级孵化

赋能高质量发展

为加速孵化培育科技创新型

企业，贵阳高新区还着力构建“国

家———省———市———区” 四级孵

化培育体系，全区累计聚集各类孵

化器及加速器 27 个， 其中国家级

孵化器 4 家，省级孵化器 3 家，聚

集众创空间 32 个， 其中国家级众

创空间 5 个，省级众创空间 2 个。

目前，区创业服务中心已连续七年

获评国家级优秀(A 类)孵化器，其

孵化的翰凯斯、航宇科技、力创科

技、贵阳朗玛、图智信息等一大批

企业相继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截至

目前， 全区在孵企业有 1300 余

家， 累计孵化企业 2400 余家，累

计毕业企业 359。

贵阳火炬软件园作为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国家火炬计

划软件产业基地的主要载体，已聚

集大数据 IT 企业 1400 余家，拥

有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软

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上市企业等

20 余家，建成中华文化云、食品安

全云、水利云、工业云等 30 余个

行业应用云平台。 2020 年贵阳软

件园内在孵企业年度营业总收入

达 7 亿元。

据统计，2020 年，贵阳高新区

区紧盯创业孵化、科技研发及成果

转化等 3 个科技创新关键环节优

化科技资源要素配置，全年实施重

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 6 项，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20%，全年实

施重大技术攻关项目 2 项，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的 20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聚焦“高” 和“新” 实现新跨越

———“十三五” 期间贵阳高新区工业经济发展回眸

培大育强

工业经济新增长

3 月 16 日，在时代沃顿科技

有限公司厂区，自主研发的生产

线上割膜、叠膜、卷膜 、包装 、检

测……一系列程序正有条不紊地

运转着，一片忙碌景象。

时代沃顿是一家外贸企业，

主要从事反渗透和纳滤膜产品的

研发、制造和服务，凭借膜片制造

核心技术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推

出高性能反渗透、 纳滤和超滤等

12 个系列膜产品，其质量和技术

水平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2020

年，时代沃顿实现产值 7.6 亿元。

如今， 时代沃顿已拥有 9 个系列

50 多个规格品种的复合反渗透

膜和纳滤膜产品， 全系列反渗透

膜产品皆采用最先进的低污染技

术， 反渗透膜产品已通过美国

NSF认证和 WQA 金印认证 ，远

销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加

拿大、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并在全

球各地拥有自己的代理经销商和

固定客户群。

2001 年入驻高新区的时代沃

顿，用了近 20 年的时间成长为全

球知名的卷式膜分离制造商，这背

后不仅有企业不断提升创新生产

技术和工艺的努力，更有高新区的

扶持和引导。

“十三五” 期间，贵阳高新区

坚持以高标准要求、 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为中心，把“强实体”

发展三年攻坚战与工业倍增计划

结合起来， 着力构筑以中高端制

造 、 中 高 端 服 务 业 为 重 点 的

“4+5+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

了时代沃顿等一大批先进装备制

造业企业。

数据显示，2020 年六大新产

业规模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区产值

比重为 96%。

创新驱动

铸就发展新动力

“现在我们的产品已成为中

国航发集团 、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 、美国通用公司 (GE)、美国普

惠公司 (P&W)、 英国罗罗公司

(RR)、 德国 MTU 航空发动机公

司、法国赛峰公司 (Safran)等知名

企业的主要供应商，成为世界一

流航空零部件供应商。 ” 贵州航

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兼副总经理刘朝辉说。

作为一家地处西南地区的民

营企业， 航宇科技为何能在世界

级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竞争中脱

颖而出？ “国内外知名企业看中

的， 正是我们生产的航空发动机

锻件的性能及产品质量的一致

性、稳定性及可追溯性。 ” 刘朝辉

给出了答案。

2017 年，航宇科技依托“大

数据 + 智能制造” ， 新建一条民

用航空发动机用机匣环件精密制

造生产线， 并联合西北工业大学

建设航空数字化智慧工厂。“在国

内， 航宇科技率先实现航空产品

锻造过程智能化、 数字化全过程

控制技术。 ” 刘朝辉说。

在航宇科技的炉温控制室 ，

挂在墙上的显示屏， 实时显示着

车间各种加热炉的温度； 生产车

间里，各种生产锻件的标号、当前

状态等信息也在显示屏上一览无

余。 “以前生产炉温不可控，也无

法做到实时监控并提前预警，如

果加热炉出现故障， 很容易造成

锻件报废、浪费原材料等问题。如

今，工人可随时查看生产数据，并

根据数据来调整生产工艺， 提高

了产品合格率。 ” 刘朝辉说，科技

改造后， 航宇科技关键设备的数

控化率达到 98%， 生产效率提升

55%以上， 材料利用率提高了

30%， 产品质量合格率从 88%提

高到 99%。

据统计，“十三五” 期间，高

新区积极推进全省 “万企融合”

大行动及全市 “千企改造”“千

企融合” 大行动， 实施省级大数

据融合标杆项目 13 项、融合示范

项目 110 项， 带动 191 家企业开

展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优化环境

打造投资新洼地

大自然二期项目建设如期进

行； 雅光电子新厂房已正式投产；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三期项目

顺利开工建设…… “十三五” 期

间， 高新区共计 100 余个重大项

目建成投用。

一个个项目的建成投产，背后

是高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十三

五” 期间，高新区推进达沃斯、加

来众科、 中航发黎阳、 雅光电子、

航宇科技、顺络迅达等重大工程和

重点项目建设，中航发黎阳、汉方

制药、达沃斯（一期、二期）、高科

一号、标准厂房（一期、二期）等项

目陆续建成投产。

“我们每周都会走访企业，现

场处理发现的问题，解决不了的会

详细记录，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进行

解决。 ” 高新区产业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说，该局根据年初计划的时间

节点、目标进度和工作任务，建立

县级以上领导联系服务包保制度，

通过调研服务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建设和运营情况，定期举行项目调

度会，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

的各种难题， 不断强化要素保障、

工作协同、综合施策，推动有效投

资扩大、项目落地满产、营商环境

优化，为重大项目落地满产提供强

有力支撑。

尤其是 2020 年以来， 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高新区报

销员工返岗交通费， 开启 “包保

制”“云招聘” ，“手把手” 指导制

造业企业复工复产，推动企业“跨

界” 生产，出台《贵阳国家高新区

关于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加快发展

的十五条政策措施》， 对规上企

业、中小型企业在产量、人工的增

加方面给予奖励，在防疫物资上给

予保障，在融资上给予帮扶，让企

业没有后顾之忧，把更多精力放在

生产发展上———这一年，高新区各

项经济指标均逆势增长， 圆满收

官。

聚焦“高” 和“新” ，越来越多

的企业看中了高新区的产业环境

和营商环境。 据统计，高新区累计

引进比亚迪、中晟泰科、戴尔、赛峰

等产业项目 465 个。 其中，引进世

界 500 强企业 13 家，中国 500 强

企业 9 家，民营 500 强企业 9 家，

标志性企业 65 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易颖

����五年来，贵阳高新区直管

区规模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689 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自

2017 年起年增速始终保持

20%以上， 占贵阳市比重的

5.3%。 全区企业整体规模大幅

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年来，高新区固定资产

投资累计完成 557 亿元；工业

投资累计完成 276 亿元；省重

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365 亿元……

五年来，高新区牢牢把握

“高” 和“新” 的发展定位，紧

扣“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的

战略部署，全力发展先进装备

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新能

源等六大新产业，构建“4＋

5＋N” 实体经济体系，全力以

赴做强实体经济。

图为贵阳高新区一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曹亚星 摄

航宇科技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