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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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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推进创新要素加快集聚。 完善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实行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 制度和

科研经费“包干制” 。 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

创新研发体系， 在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建成磷系、

铝基等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全力配合省创建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推动示范区核心区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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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国家大数据

工程实验室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转型。

创新人才项目互动机制

实施贵阳贵安重点产业人才和重大产业项

目、 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产业人才互动招引

“123” 计划，对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顶

尖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和产业化项目以及带重

大产业项目落户的创新团队给予奖励和支持。 对

重点人才（团队）给予最高 1 亿元的生活、科研

奖励补助；鼓励人才（团队）与全球知名高校、科

研院所在筑合作建设科研创新平台； 推动人才

（团队）的技术成果产业化、工厂化生产，通过市

场化、 法治化方式以政府主导的基金为主体，在

VC、PE 等不同阶段全生命周期参与投资， 投资

总额最高 30 亿元。

引进培养创新人才

制定出台《贵阳贵安人才“强省会” 行动若

干政策措施》， 每年统筹安排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 亿元。 建设人力资源产业园和各类孵化基地、

众创空间，鼓励基层设立专家人才工作站，推动

人才（团队）到贵阳贵安创办企业。 资助企业参

与各类引才活动，为重点产业企业引进人才提供

薪酬补贴，对引进的高层次、专业性人才实行独

立的薪酬制度。 建设人才网上办事平台，建立人

才服务绿卡分类制度和人才住房支持体系，提供

落户、就医、配偶就业、子女就学等生活便利服

务。 开展编制管理改革，探索建立市域内事业编

制统筹周转调剂使用制度，重点保障教育、医疗

卫生等领域和基层一线需要，探索创新引进高层

次人才的行政编制灵活使用政策。

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加快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 工业互联网、超

大规模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

算力枢纽、全国性数据存储和灾备基地，提升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能力，建成中国人民银行

数据中心等一批数据中心和国家级大数据安全

靶场（二期），打造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数据中

心基础云平台。 探索大数据发展“抢新机” 的贵

州数据交易市场 + 东部数据流通资源、贵州云服

务基地 + 东部云服务市场、 贵州算力网络枢纽 +

东部算力资源需求、贵州大数据试验田 + 东部数

字经济创新模式。 以数博大道为重点建设数字孪

生城市，构建块数据（城市）综合服务平台、数字

孪生城市基础空间数据库、数字城市运营中心和

公共数据资源服务平台。 在贵安新区、高新开发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电子信息制造业特色产

业园区，打造大数据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

业集聚示范基地。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深入实施“万企融合” 行动，加快构建工业

互联网体系，推进制造业设计、生产、管理、服务

等全流程智能化，推广应用机器人，开展智能工

厂试点，推动企业数字车间建设改造。 在全省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广应用国产数据库。 培育一批

大数据与金融、物流、旅游、商贸、教育、医疗等服

务业相融合的应用场景。 积极参与数据安全、数

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 推进龙

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网络互联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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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篇

“创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要

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

———摘自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

察时的讲话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当科

学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

能力也愈发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

争的关键所在。

贵州就是牢牢抓住 “科技为先”“创新驱

动” 的浪潮和机遇，抢占大数据产业发展先机，

跑出了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五年全国排名第一的

加速度，实现了后发赶超。

2021 年，“十四五” 开局，贵州部署“强省

会” 5 年行动，明确提出要在 5 年内，全面提升省

会城市经济首位度，并特别要求贵阳贵安一定要

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新挑战、新机遇！ 新目标、新征程！ 战斗号角

响起， 贵阳贵安立即行动， 细数家底、 谋划发

展———

在创新驱动方面，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

2020 年贵阳市创新能力指数达到 55.8%， 在全

国 72 个评价城市中位列第 24 位。

在大数据产业发展方面，已经拥有规模以上

大数据企业 117 个，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达到了

103 亿元 、202.9 亿 元 ， 电 信业 务 总量 达到

873.14 亿元。

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作为国家产

融合作试点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云比

例超过 85%，2020 年， 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 51.1， 高出全省平均

水平 10 个点。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出省带

宽达 1.7 万 G， 建成了贵阳·贵安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已经成为

国家互联网重要枢纽。

在大数据创新领域， 发行

了全球首部大数据专业工

具书《数典》，建成首个国

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

首个地方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首个大数据交易

所等。

过去 5 年，贵阳贵安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已

经为抢占数字经济战略新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 贵阳贵安将牢牢抓住数据已成为基础战

略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这个“牛鼻子” ，以“数据

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为主线，加快构建以数

据中心集聚区、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引领的数字经济产

业体系， 以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大数据与各

行业深度融合，探索数据价值化实现路径，提升数

据治理能力，推进大数据创先争优。

谋定而动、实至势成。 未来 5 年，我们将看

到———

贵阳贵安实现数字产业化的新突破，三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助力贵阳贵安加速成为全省经济

火车头；

更加丰富的大数据应用场景服务于贵阳贵

安发展的方方面面，助力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民

生服务和社会治理，贵阳贵安成为一个更加“智

慧” 现代数字城市；

更多全国创先的制度法规出台、更多引领国

际、国家标准的理论颁布、更多高尖端人才的聚

集，贵阳贵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数据发展创新策

源地；

一年一度的数博会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攀

升，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贵阳贵安数字经济的

放大器、扩音器，“中国数谷” 名片更加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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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工业园，一台红色智能机器人正在传送一块 65 英寸的大屏幕。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位于花溪大学城双创园的贵州数联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正在专注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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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轨道交

通 1 号线一辆列

车驶入雅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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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

白云车辆段为轨

道交通 2 号线试

运行列车驶出站

台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