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20 日， 贵阳

市、贵安新区与中南控股集团签

约仪式举行。 省委常委、贵阳市

委书记赵德明， 省政协副主席、

贵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中

南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锦石

见证签约并讲话。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刘

本立主持。 贵安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唐兴伦，贵阳

市副市长王嶒， 中南控股集团

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邱泽勇代表

签约。 中南控股集团常务副总

裁冯亚军、 贵阳市政府秘书长

许俊松、 贵安新区办公室主任

张雪蓉参加。

赵德明、 陈晏对陈锦石一

行表示欢迎， 对中南控股集团

积极参与贵阳贵安现代化建设

表示感谢。 赵德明、陈晏说，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贵阳贵安和全省一样， 创造了

后发赶超的“黄金十年” ，经济

社会发展大踏步前进。 当前，贵

阳市、 贵安新区正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以

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

为工作抓手， 全力推进新型工

业化、 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努力在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 在乡村

振兴上开新局， 在实施数字经

济战略上抢新机， 在生态文明

建设上出新绩， 加快打造全省

高质量发展更具带动力的火车

头、 西南地区更具影响力的重

要增长极。

赵德明、陈晏表示，贵阳市、

贵安新区与中南控股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务实

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希望双方

秉承改革理念， 保持战略定力，

加强沟通交流、 诚实守信履约，

充分调动优势资源和要素，推动

合作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

效， 努力实现高质量合作共赢。

我们将以最大的力度、最优的服

务、最实的举措 ，支持企业在贵

阳贵安加快发展、 做强做优，共

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陈锦石对贵阳贵安给予中

南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并简要介绍企业经营发展情

况。 他说，贵阳贵安发展势头强

劲、自然资源丰富，是一座开放

包容的现代城市，是一片前景无

限的投资热土，对双方的合作充

满信心。中南控股集团将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 整合优质资源，调

集精干力量， 紧盯时间节点，加

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建设、尽快

见效，为贵阳贵安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签约仪式上，贵阳市人民政

府、贵安新区管委会与中南控股

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乌当区人民政府与中南控股集

团签署了 《贵州中医药和医疗

器械产业园投资合作协议》。

云岩区、南明区、乌当区，贵

阳市、贵安新区有关部门 ，中南

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廖黎明）

本报讯 来自省统计局

的消息，今年前两月，我省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效持续显现， 工业、投

资、 消费等领域均实现大幅

增长。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

点行业增势良好。1-2 月，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27.6%。 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增

长 28.3%； 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 资 企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4.5%；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长

33.8%。 分行业看，全省重点

监测的 19 个行业均实现

较快增长。 其中，汽车制造

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96.2%，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68.3%，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8.8%，烟草制品业增加值

增长 11.8%。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

长，卫生等领域投资大增。

1-2 月， 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3.8%，增速高于全国 18.8

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 149.9%；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63.2%； 第三

产业投资增长 47.4%。“四化”

相关投资增长较快。 与“新型

工业化” 相关的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 63.3%， 装备制造业投资

增长 88.1%；与“新型城镇化”

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

47.2%， 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

增长 283.8%， 教育投资增长

122.2%；与“农业现代化” 相

关的农林牧渔业投资增 长

146.6%；与“旅游产业化” 相

关的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增长

61.0%。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46.3%， 信息传输、 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21.9%。

外贸增势明显， 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较快。 1-2 月，全

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83.54 亿

元，同比增长 90.8%，增速比

上年全年提高 70.2 个百分

点。 其中，出口总额 63.08 亿

元， 增长 97.3%； 进口总额

20.47 亿元，增长 73.4%。1-2

月， 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0.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3%。

市场销售大幅增长 ，

消费持续升级态势良好 。

1-2 月， 全省限额以上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44 .0%。 （下转 2 版）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

也是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

的关键之年。市市场监管局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

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省、市两会精神，以实施‘强省

会’ 五年行动为契机，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以‘放管服’ 改革为主线，

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为抓手，扎实

推进全市市场监管改革创新，着力

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贵阳贵

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市市场

监管局局长谢国波说。

谢国波介绍，“十四五” 时期，

市市场监管局将围绕狠抓商事制

度改革和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改革，

推进“证照分离” 全覆盖，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 监管、“包容审慎”

监管、“信用风险分级分类” 监管，

严格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着力构建

高标准市场体系。 强化食品、药品、

工业消费品和特种设备安全“四大

安全” 监管，深入实施安全生产三

年行动，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制

度化，强化安全生产“三个转变” ，

助力贵阳贵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全力提升城市首位度。

谢国波说，到 2025 年，贵阳

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

法、监管有力” 的现代市场监管体

系雏形将初现，创新创业、公平竞

争、 安全放心的市场营商环境更

加突显，市场导向、标准引领、质

量为本的质量保障体系更加完

善，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多元共

治的市场治理格局更加有效。

谈到如何在市场监管领域突

破、创新，谢国波介绍，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将依托“数智市监” 建设，

逐步形成“大平台支撑、大数据慧

治、大系统融合、大服务惠民、大监

管共治” 的市场监管信息化融合

创新发展格局。乘着大数据发展的

东风，市场准入环境会更加宽松便

捷、 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有序、

市场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市场监管

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市场监管领域

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困。 “十四五” 时

期， 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将谋篇布

局，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主动融入全市经济发展大局，

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

场监管工作关系到民生福祉，特

别是食品药品监管环节， 关系到

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我们将着力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做好市场

监管工作。 ” 谢国波说。

在食品监管环节， 以老百姓

关心的肉制品为例， 将推动企业

自建追溯系统与政府部门监管平

台互联互通，形成原材料验收、生

产过程控制、 出厂检验及销售为

一体的质量追溯系统， 实现肉制

品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 责任可

究，保障群众的“菜篮子” 健康。

在药品监管环节，建立药品经

营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依法远程采

集企业进销货等数据，防范和化解

流通环节、销售环节潜在的安全风

险，保障老百姓的“药瓶子” 安全。

对于如何发挥好改革的先导

和突破作用，提高改革的战略性、

前瞻性、针对性，使改革更好满足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谢国波说， 将着力围绕提升企业

开办便利度、 提升市场监管服务

能力、强化“两品一械” 监管、提

升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等主要职能， 打造高标

准市场监管体系， 助力贵阳贵安

高质量发展———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塑造宽

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 以深入

推进“放管服” 改革为主线，深化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审批改革， 进一步降低

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 鼓励引导

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帮

助小微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全面加强市场监管， 打造公

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聚焦社

会热点和重要节点， 持续加强水

电气、教育、医疗、电商、物业等民

生重点领域价格行为监管， 维护

市场公平竞争；加强网络监管，净

化网络市场环境。

坚守质量安全底线，营造安全

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建立 12345

热线与 12315 热线“互联互通、业

务规范、高效联动、便民利企” 的衔

接协同机制， 打造便捷、 高效、规

范、智慧的政务服务“总客服”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春分务农忙

3 月 20 日是春分，记者走进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忙碌的农民。

图为花溪区黔陶乡关口村村民在农田里除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郭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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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两月贵州经济持续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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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贵安新区与中南控股集团

签约仪式举行

赵德明陈晏陈锦石见证并讲话

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访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谢国波

瓮开高速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

近日，由中铁五局等单位建设的贵州省瓮（瓮安）开（开阳）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该高速全长约 48 公里，预计 2021 年底建成

通车。 这是 3 月 19 日拍摄的正在紧张建设中的瓮开高速（无人机照片）。 新华 / 传真

遥远的大西洋西岸，贵阳高

新区企业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建的

赫利俄斯（Helios）风电项目群

中，109 台高达 110 米的智能风

电机组将于 3 月底全部投运；国

内，贵阳高新区企业贵州翰凯斯

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与瑞士导航

科技企业 Fixposi t ion 达成战略

合作，促进无人驾驶技术在末端

物流、智慧农业、智能安防等领

域的应用；今年 1 月，高新区获

商务部批准，由国家科技兴贸创

新基地升级为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

去年以来， 高新区结合实

际，积极发挥全省“1+8” 国家

级开放创新平台的优势，大力实

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融入“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积

极引导企业融入“一带一路” 开

拓国际市场；为外资企业提供投

资咨询、落地注册服务；在确保

境外工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发

挥设在日本、以色列的离岸创新

中心的宣传推介作用，挖掘对外

交流渠道；引导中国电建贵阳院

等企业“走出去” ，推动服务贸

易（外包）发展……

数据显示，去年，高新区累

计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44480 万

美元， 完成进度排名全市第二；

实际利用外资全年累计完成

24861.58 万美元 ， 同比增长

15.64%， 完成总量排名全市第

一；服务外包接包执行额累计完

成 17141 万美元，总量、进度均

排名全市第一。 今年初，科技部

火炬中心发布 2020 年度国家高

新区评价通报，贵阳高新区国际

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位列全

国第 53 位， 较上年度提升 5 个

位次。

进出口大户省物资集团迅

速办理了拓展“一带一路” 国家

业务所需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证件， 打开了在加蓬、 南非等

“一带一路” 国家的进出口业

务；时代沃顿、航宇科技等外贸

企业扩大了在亚洲、欧洲的反渗

透膜、航空发动机环形锻件等产

品的出口业务； 中国电建贵阳

院、贵州长通集团等服务出口企

业扩大了在越南、柬埔寨等“一

带一路” 国家的服务业务；贵州

磷起点科技抓住境外疫情对国

际饲料供应商的冲击，依托国家

政策，稳步扩大在乌克兰、南美、

东南亚等“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

区的出口业务……在高新区一

系列举措的助推下，辖区外贸外

资企业十分活跃。

此外，高新区还积极参加各

类大型会议、活动，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 2020 年，高新区在第

三届进博会上现场签约外资项

目 2 个， 签约投资总额 3040 万

美元； 组织中国电建贵阳院、交

勘院、航天云网等 7 家服务贸易

（外包） 企业参加 2020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签约

5 个项目，签约金额 3.3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扣

‘一品一业、百业富贵’ 发展愿

景，以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

行动为工作主线，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区的决策部署，通过加快

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引导内贸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企业扩

大对外投资， 积极融入 ‘双循

环’ ；通过引导企业拓宽进出口

区域、新增进出口业务，加快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全力

以赴抓好‘稳外贸’ ；通过大力

开展外资招商、努力激活外资存

量、积极申报承接外资产业园等

措施，集中力量做好‘稳外资’ ；

通过拓宽国际合作领域、丰富国

际合作模式、 发挥国际平台作

用，不遗余力推进‘国际化’ 。 ”

高新区国际合作促进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蕾

贵阳高新区：

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 3 月 20 日从省

农科院水产研究所获悉， 经过 4 年

调查， 该所共在贵州段乌江流域收

集到 104 种鱼类。

从 2017 年至 2020 年， 我省组

织对贵州段的乌江水生生态系统暨

鱼类资源开展调查。 期间，省农科院

水产研究所的调查研究人员， 深入

贵州段乌江干流及其一级、 二级支

流，通过文献资料查阅、走访调查、

主动采集等方式， 对该流域的鱼类

资源、环境“家底” 及变化趋势等情

况进行了摸底。 收集到的 104 种鱼

类中，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的有胭脂鱼 （易危）、 长薄鳅 （易

危）、岩原鲤（易危）3 种；列入《中

国物种红色名录》的有胭脂鱼（易

危）、长薄鳅（易危）、岩原鲤（易

危）、波纹鳜（易危）、鲈鲤（易危）、

昆明裂腹鱼（易危）、灰裂腹鱼（濒

危）7 种；列入贵州省保护鱼类品种

（黔农发 [2007]77 号）的有大眼华

鳊、吻鮈、鲈鲤、灰裂腹鱼等 21 种。

此外，还调查到长江上游特有种 17

种、贵州特有种 4 种。

作为贵州第一大河， 乌江是长

江流域上游右岸重要支流。 上世纪

80 年代初，贵州曾对省内水域鱼类

资源进行过调查。 本次调查将为今

后长江禁捕效果评估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贵州在乌江水系

收集到 104 种鱼类

新华社贵阳 3 月 19 日电

贵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日

前下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度青

年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2021

年贵州省计划组织 11000 名青

年参加就业见习，并提出对低收

入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毕业

生及就业困难少数民族毕业生

优先提供见习机会。

根据通知，此次组织就业见

习的对象为离校 2 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 16 至 24 岁失业

青年，艰苦边远地区、老工业基

地等可扩大至离校 2 年内未就

业的中职毕业生。

就业见习时间为 3 至 12 个

月，最长不超过一年，见习期间

生活补助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其中最低工资标准的

60%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贵州计划组织

11000名青年参加就业见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