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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 贵阳贵安

“强省会” 五年行动誓师大

会在贵阳召开，发出了推动

“强省会” 的铿锵号令，全

面拉开了建设宜居宜业宜

游特大城市的大幕。

会议在贵阳贵安广大

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将紧紧围绕

此次大会精神，按照大会部

署，凝心聚力、砥砺奋进，以

更高的标准、 更强的责任、

更实的举措，全力推进新型

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 旅游产业化，在

“强省会” 五年行动中走前

列、作示范，努力打造首位

度更高的省会城市。

牢记嘱托 加快打造首位度更高的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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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结构优化， 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 此次誓师大会定下了工业产业结构

优化的目标，要求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制

造业、健康医药产业等，到 2025 年，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比重达到 30%。

“誓师大会的召开，让人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信心和决心。 ” 乌当区工

业园区 （新天园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区工信局（区大数据局）局长申飞

勇说，“十三五” 期间，乌当区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 8%， 年均工业

投资超 25 亿元， 形成了以健康医药为

首位主导产业，以装备制造、特色食品

等为支撑产业的现代工业体系。

申飞勇表示，“十四五”期间，是乌当

区站在新起点，在“强省会” 五年行动中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高质量建设“美丽

乌当·花园之城” 的关键 5 年，全区工业

部门将以贵州乌当中医药和医疗器械产

业园建设为引领，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前期，乌当区编制了《贵州乌当中

医药和医药器械产业园发展规划》，接

下来，我们将坚持‘强实体’ 战略，构建

以健康医药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工业体

系，优化以中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园为

支撑的产业布局， 加快打造百亿级园

区，推进工业大突破大发展。 同时，我们

将以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充分发挥健兴药业、新天药业

等现有医药企业的优势，大力引进中医

药加工和医疗器械制造领域企业，构建

以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中药保

健品为主，生物药、化学药和医疗器械

为重要支撑的产业体系，加快形成良好

的产业生态，全力打造中医药工业引领

区。 ” 申飞勇说。

不单是工业产业， 大会对农业产业

结构优化也作出了部署，要求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加快发展都市现代

农业，优化提升菜、果、茶、药、奶五大优

势产业， 实施一批经果林建设项目，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 局长

何长松说，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将紧扣

“做优乡村振兴” 主题，聚焦粮食安全、

特色优势产业、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四个重点，不断改善农村基础条

件，巩固耕地质量保护成果，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推进特色、优质农

产品可持续发展，为经济体量大能级城

市提供“三农” 支撑，为“强省会” 五年

行动作出修文贡献。

“我们将紧紧抓住‘强省会’ 五年行

动机遇，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使命必达的

韧劲、跳起来摘桃的拼劲，按照贵阳贵安

‘强省会’ 五年行动的总体规划，对标对

表补足短板、做优长板，以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为抓手，持续抓

好‘三农’ 工作，全面夯实乡村振兴基

础，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 何长松说，对于农业产

业未来规划，修文县已开始着手布局。

其中一个重大布局便是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狠抓猕猴

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创建全国绿色食品

标准化生产基地，并以此为契机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深入推进三产融合，提升

农业产业发展质量。 为确保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修文县还

将积极抓好农村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农

村“三变” 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激活

农村发展活力；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行

动，改善农村基础条件，促进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誓师大会从招商引资、深化改革等

方面，对推进贵阳贵安融合发展，高质

量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作出了新的安排，

制定了新的路径。

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

任魏怀瑞说：“我们将认真落实省、 市、

新区关于推进 ‘强省会’ 各项工作部

署，立足贵阳贵安产业发展全局，以高

度统一的思想、积极向上的状态、奋发

有为的作风，完成各项职责使命，让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 跑得更快，

‘发动机’ 动力更强。 ”

魏怀瑞说，“强省会” 五年行动是

贵阳贵安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主动选择，贵安新区产业发展局将针对

大数据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态特色

食品、针织纺织、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

进一步梳理和细分相关产业链条，全面

提高贵安新区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 同

时，瞄准大数据龙头企业、工业龙头企

业，集中力量重点引进，进一步夯实贵

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基石；重点抓好苏贵

产业园建设，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珠三

角、长三角等地区精准招商。

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内生

动力， 更是产业大招商的 “润滑剂” 。

“我们将以打造政务服务最优城市为目

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从项目动

迁、手续办理、开工建设到投产运营的

各环节，采取一对一、跟踪式服务，当好

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解决好项目建

设、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确保

项目进得来、留得住、见效快、发展好。”

魏怀瑞说，贵安新区产业发展局将全力

抢抓“强省会” 五年行动机遇，以高质

量项目建设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

构建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打造全省新

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和新的增长极。

“誓师大会的召开，对我们来说是激

励和鼓舞，也是指令和号角。”贵安新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刘恩平

说，作为贵安新区开发建设的运作方和主

力军，近年来，贵安开投公司坚定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信心，奋力抢抓贵阳贵安融

合发展、“强省会”五年行动等重大机遇，

始终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开发、

市政运营” 核心主业，以深化改革激发新

发展活力， 努力在贵阳贵安融合发展和

“强省会”五年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刘恩平说，贵安开投公司将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统

揽全局，着力推进公司向市场化实体化

转型，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强化贵

阳贵安融合发展的主体地位，抢抓贵阳

贵安融合发展重大机遇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新型工业化建设、新基建等政策

机遇，瞄准城市建设需求、产业发展需

求、业态布局需求，加快提升服务新区

发展的效率。

同时， 公司将积极推进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

于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决策部署，对

标制定任务清单， 持续推动改革落地落

实；做强做实核心主业，紧扣城市开发建

设及城市综合运营业务链条， 优化业务

布局， 做强做实核心主业， 补齐短板业

务，培育公司发展后劲，持续推动业务商

业模式、运用模式、盈利模式创新，实现

创新驱动转型； 推进贵阳贵安高质量融

合发展，不断加强与贵阳市国资委、贵阳

市属国有企业的对接沟通， 通过推进资

产重组盘活，协调省级平台、资产管理公

司，推动贵阳市属企业通过股权嫁接、打

包收购、业务合作、租赁等方式，实现贵

阳贵安深度双向融合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菊 梁婧 樊荣 谢孟航 张鹏 周芸/文

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促进贵阳贵安融合发展 推动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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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师大会指出，贵阳贵安要加快新

型工业化， 大力实施工业倍增行动，聚

焦主导产业、 首位产业和龙头企业、产

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会作出的系列部署，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 为我们注入了一剂 ‘强心

剂’ ，为我们强化担当，实施工业倍增行

动指明了路径。 ” 贵阳经开区工业和信

息化局副局长顾霞表示，经开区将从聚

焦主导产业、聚焦项目引领、聚焦创新

升级、聚焦要素保障等方面，加快推动

新型工业化。

在产业集群方面，经开区将大力开

展“十百千” 行动，突出壮大首位产业、

主导产业，其中，重点发展航空航天、汽

车零配件、工程机械及装备、电力电缆

等产业，打造千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围绕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和智能

传感器、 智能终端及配套等重点领域，

打造百亿级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生物工程、医疗器械、食品检

测、健康服务等产业，打造十亿级健康

医药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以氢能源为核

心的新能源产业，推进氢能产业示范园

建设，打造十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

针对誓师大会提到的要围绕整车、整

机、整装等推进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

建链，经开区将集中精力做大做强主导产

业，着力打造省内领先、国内一流、自主可

控的航空航天、 工程机械及能矿装备、新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应急救援装备等特

色优势产业，引进一批技术先进、链条完

整、竞争力强的潜力产业，加快推动产业

链向高附加值核心环节延伸。

大会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作出了新的指示。 顾霞表示，

经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按照大会部

署，深入实施“万企融合” 行动、“千企

改造” 工程，以新基建实施为契机，推动

两化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工业企业转型

升级。 同时，重点打造区域级综合性工

业互联网平台，促进云服务企业汇聚和

平台服务能力提升， 加快企业内网改

造，鼓励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 。

“我们也将从政策、土地等方面，强

化要素保障， 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并

积极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

署，以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奋力在新型

工业化上闯出新路、作出新绩。 ” 顾霞

说，近期，经开区拟出台系列新型工业

化相关政策。

此次大会，对贵阳贵安各级政府部

门，对各类工业企业而言，都是一次信

心的提振、精神的鼓舞。

“这两天， 全省推进新型城镇化暨

‘强省会’工作大会、贵阳贵安‘强省会’

五年行动誓师大会先后召开，会上作出的

系列部署，让我们看到了省市推进‘强省

会’行动的决心，给我们实体经济企业发

展提振了信心、鼓舞了士气。”贵阳娃哈哈

昌盛饮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钟红梅说。

4 月 13 日，位于白云区经济开发区

的贵阳娃哈哈生产基地内，十余条产品

智能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运行。 拥有

瓶装水、含乳饮料、茶果汁饮料、八宝粥

系列产品的贵阳娃哈哈生产基地，已成

为娃哈哈集团全国生产线中配置齐、规

模大的生产基地之一。

实体企业是新型工业化的支撑。 去

年，虽受疫情冲击，但贵阳娃哈哈公司

在市委市政府及白云区的坚强领导下，

在“六稳”“六保” 政策的支持下，积极

调整主营产品结构，加强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生产运营节能增

效，全年产值实现逆势上扬，去年累计

实缴税金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19.22%，

进一步凸显了工业支撑作用。

“按照关于进一步保主体稳就业支

持工业企业稳定扩产增效措施，我们去

年获得了市级和区级政府扶持奖励资

金 78.97 万余元，帮助公司稳产增效。今

年，春节期间工人就地过年，不停产不

停机 ，2 月产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超

30%，3 月生产线全开， 产品发货量超

600 万箱，创历年新高。 ” 钟红梅说，贵

阳娃哈哈将在技术改造、 管理创新、人

效管理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力争今年

实现产值 12 亿元。

大力实施工业倍增行动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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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一名工人在检测半成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俯瞰经开区一角。 经开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贵阳娃哈哈生产基地的桶装水生产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靖 摄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