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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贵阳贵安“强

省会” 五年行动誓师大会召

开，发出“强省会” 的行动令、

吹响“强省会” 的冲锋号、全

面拉开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特

大城市的大幕。 大会振奋人

心、鼓舞干劲，迅速在贵阳贵

安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

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号角已吹

响、奋进正当时，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 以闻鸡起舞、日

夜兼程的奋斗姿态， 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把“强省会” 的

美好蓝图擘画在贵阳贵安大

地上，为开创百姓富、生态美

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省会

力量。

奋勇担当 加快打造影响力更大的中心城市

———贵阳贵安“强省会” 五年行动誓师大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二）

大会指出， 要出台支持总部经济加

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实施目标企业

储备、总部企业招引、总部载体建设等

工程，建立总部企业招商项目库，积极

引导本地有实力的企业嫁接市外优质

资源， 在筑合资设立总部型法人机构，

大力引进综合型、区域型、功能型总部，

加快汇聚一批具有区域中心能级、综合

效益贡献度高的总部企业。

南明区楼宇经济促进中心副主任高

峰表示，近年来，南明区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 按照 “向高空求发展、 向空间要效

益” 的思路，抢抓楼宇经济发展良机，以

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重点，构

建“以楼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合” 的

楼宇经济发展格局。 目前，全区已形成花

果园楼宇核心区与南明河经济带楼宇核

心区两大楼宇核心区， 建成投用楼宇 84

栋，总建筑面积 389.57 万平方米，楼宇

经济正成为提升城市能级和影响力、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大会指出，要推动总部资源快速集

聚， 这正是中心当前和今后工作中聚焦

发力的重点。 ” 高峰说，南明区楼宇经济

促进中心将坚持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全

力配合、协调相关部门开展产业大招商，

重点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的总部经济开展招商引资， 与产业关联

部门共同推动已经签约的欧绿保环境科

学总部项目、爱泊车西南总部项目、奈雪

的茶总部项目等尽快落地。 此外，南明区

楼宇经济促进中心将按照一楼一特色、

一楼一品牌的思路， 在今年打造 5 栋专

业特色楼宇，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

以特色楼宇推动产业聚集和业态升级。

“大会为观山湖区高质量打造‘强

省会’ 五年行动引领区明确了方向路径、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观山湖区充分发挥

区域优势、 加快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良

好机遇。” 观山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朝明表示，近年来，观山湖区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楼宇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总部经济，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制定楼宇政策、编制楼宇经济规划、梳理

楼宇基础信息、开展对外宣传交流、打造

专业特色楼宇以及开展专项招商等方面

开展总部经济发展工作。

“观山湖区先后印发《观山湖区进

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三年攻坚行动计

划 （2018-2020 年）》《观山湖区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

等文件，全面推进‘放管服’ 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制定出台《观山湖区关于加快

楼宇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试行）》《观

山湖区促进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试

行）》等楼宇政策，进一步为楼宇经济发

展指明方向，提振企业的发展信心。 ” 罗

朝明介绍，观山湖区现有楼宇 111 栋，总

办公面积约 584.35 万平方米，已初步形

成以中央商务片区、 金融会展城片区及

其他区域为主导的空间发展格局。

“按照‘一个主导、两大支撑’ 的产

业发展定位， 经济区正在加紧建设总部

经济产业聚集区，其中，位于机场路旁的

总部经济重点项目———建筑产业园项目

部分项目即将建成投用。” 既是经济区国

有平台公司又是该项目建设主体单位的

贵州双龙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执行董事田晓丁说，作为国家级临空

经济示范区、全省“1+8” 对外开放创新

平台、贵阳大能级城市“东西两翼” 的东

线主战场，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一直

高度关注总部经济资源的聚集成势。 目

前，建筑产业园项目的 14 栋建筑已经全

部封顶，部分楼栋已经达到交付标准，预

计本月底交付使用， 已确定入驻的总部

企业包括贵州一树集团、正业集团、中铁

二局一公司等。 此外，贵州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政务大厅也将落户于此。 未来，还将

有更多集团总部选择落户于此。

大会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

循环，高质量推进对外开放。 做强做优

开放平台，优化“4+6” 开放平台体制机

制，提高园区运营能力、发展能力，吸引

国内外具有创新资源、产业实力、雄厚

资金实力的开发区或园区运营公司，以

合作共建、飞地园区或托管的方式建立

园中园，把苏贵产业园建成与东部地区

合作共享的开放式产业园，推进创建一

批中外合作产业园。

贵阳高新区国际合作促进中心主

任童川说，2020 年， 贵阳高新区累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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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誓

师大会精神，紧扣‘一品一业、百业富

贵’ 发展愿景，牢牢把握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的目标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

省、市、区决策部署，努力为实施‘强省

会’ 五年行动贡献高新力量。 ” 童川说，

要大力推动融入“双循环” ，利用贵州、

广西与东盟陆海相连的优势，引导企业

加快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以物流畅通

吸引产业集聚，鼓励内贸企业积极拓展

国际市场，参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的工程建设合作；全力以赴抓好“稳外

贸” ，鼓励企业拓宽进出口区域、新增

进出口业务，引导企业与 RCEP（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国家开展贸

易合作，发挥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的

作用，营造好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 同

时，要集中力量做好“稳外资” ，聚焦产

业链，大力开展“线上 + 线下” 外资招

商，探索建立外资外贸产业园，促进外

资外贸产业聚集；不遗余力推进“国际

化” ，加强与国内外商协会以及外国驻

华使领馆的合作交流， 用好进博会、服

贸会、数博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拓宽

国际合作领域，促进国外中小企业和高

端人才聚集；加快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依托高新区大数据产业的集聚发展

优势，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外包、

高附加值业务流程外包和高技术含量

知识流程外包，培育一批新兴服务外贸

企业。

近年来， 贵州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形成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的 “1+8” 国

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作为全省对外开放

的“桥头堡” 之一，贵安综保区发挥着

资源要素聚集、优惠政策先试先行等优

势。 “誓师大会的召开，吹响了‘强省

会’ 五年行动的冲锋号，是战前动员，

是沙场点兵，作为贵安综保区的一名基

层工作人员，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会

为我们大力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指

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我们将凝心聚

力、砥砺奋进，抢抓机遇、舞好龙头，努

力打造贵阳贵安外向型经济新引擎。 ”

贵安综保区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朱

健华说。

朱健华介绍，围绕“强省会” 五年

行动的目标，当前贵安综保区正强化开

放平台的功能作用， 全面推进保税加

工、保税物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虚

拟口岸等功能业务发展，持续加强开放

口岸、物流等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同时，

着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大数据、软件

和信息服务三大主导产业，以及外资外

贸外经等首位产业， 抓好招商引资，打

造开放通道，护航企业做大做强，推动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下一步的工

作中，将立足工作岗位，加深对扩大对

外开放合作的认识，增强对扩大对外开

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提升学用政

策水平，增强狠抓落实本领，把誓师大

会精神贯彻落实在每项具体工作中，在

跨境电商领域贡献力量。 ” 朱健华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冉婷林 蔡婕 钱丽 杨蕾 游红/文

培育发展总部经济 推动资源快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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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出，要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 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技术创新

中心等布局在贵阳贵安，发挥国家大数

据工程实验室、贵州科学城、花溪大学

城等创新平台的作用，推进创新要素加

快集聚。

“作为我国航天电子产品的专业科

研生产单位，航天电科一直将‘创新’

二字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们每年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不低于经营收

入的 12%，能力建设、平台建设不低于

经营收入的 4%。 ” 贵州航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平说，

《贵阳市实施 “强省会” 五年行动方

案》 特别提到贵阳市要成为影响力更

大的中心城市， 必须要促进创新创业

日益活跃，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

入强度要达到 2.6%， 国家创新型城市

排名要提升 3 位。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

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因此，创

新毫无疑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贵阳市高度关注创新， 立下的目标极

具战略性和前瞻性。

“近年来， 航天电科通过技术、产

品、管理方面的不断创新，工艺能力持

续提升，技术基础保障有力，技术改造

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取得

了优异成绩。 ” 李平说，在“强省会” 五

年行动中，贵州航天电科将继续把创新

和研发作为重点， 深入实施科技创新、

推进产品研发，在确保年度经营目标任

务完成的同时，也为实现“强省会” 五

年行动目标贡献力量。

大会指出， 要培育科技创新主体，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产学研用全链

条通道， 全力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构建多元开放合作的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贵阳贵安开

展科技成果转化。 开展“千企面对面”

科技服务行动，实施规模以上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发展“双提升” 计划，推动

贵州科学城、花溪大学城等创新载体联

动发展。

贵阳学院大学科技园主任王瑞说，

2015 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贵阳学院与贵州双

龙航空港经济区加速校地融合，依托全

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贵阳博雅众创空

间（国家级），汇聚创新资源，构建创新

创业教育、培训体系。 2020 年 9 月，贵阳

学院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举行校

地合作交流座谈会，签订校地融合战略

合作协议，进一步提供创新理论、研究

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创业指导等

方面的服务，建设理念先进、体系完整、

动态优化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群，即

“通识教育 + 学科基础 + 专业教育 +

自主课程” 的课程群。

“贵阳学院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

济区通过校地融合，建立‘苗圃 - 孵化

器 - 加速器 - 产业园’ 的孵化链条，

从而实现从基础教育到产业园多维度

服务创新创业，构建创新创业氛围。 其

中，校企互访、校地科技特派员、校企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大学生实习实训

基地、 研究生实习实训基地已成为贵

阳学院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校地

融合的有效枢纽。 ” 王瑞说，在创新创

业方面， 贵阳学院在省内高校中一直

走在前列， 博雅众创空间入选国家级

备案众创空间， 大学科技园获评第四

批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贵阳学院

将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进一步加

速深度融合，构建双创培育基地，服务

贵阳贵安，辐射西南。

高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推进创新创业日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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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C

花果园楼宇核心区。 （宏立城集团供图）

即将交付使用的贵州双龙航空港建筑产业园。

（贵州双龙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供图）

贵州金融城。 （观山湖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贵阳博雅众创空间在开展创新创业培训。 （贵阳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