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贵州省产业招商综合成效

测评结果》显示，2020 年，贵阳高新区

产业招商综合成效测评以 81.96 分在

贵州省“1+8”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中

排名第一；

贵阳市大招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该市各区（市、县、开发区）2020年

产业大招商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评，贵

阳高新区以综合得分 97.5 分在贵阳市

各区（市、县、开发区）中排名第一。

……

过去一年来，贵阳高新区攻坚克

难、披荆斩棘，围绕贵州省产业大招商

工作要求和贵阳市“一品一业、百业富

贵”发展愿景，深入实施“千企引进”和

“大招商行动计划”，全力抓好招商引业

工作，为贵阳彰显省会担当作出了贡

献。

围绕产业
全方位精准招商

贵阳高新区新引进产业项目到位

资金累计179.65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

累计完成78个；优强企业（千企引进）累

计完成50家……近年来，贵阳高新区围

绕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

业、新能源产业、数字产业，着力引进电

子产品、机器人、显示触屏等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的项目，吸引一批投资额

度大、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领军

企业落户园区。

“针对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我们

引进了长之琳钛合金热成型及钣金件

生产项目，在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产业链

方面，引进森阳集成电路半导体示范产

业园项目；在新材料产业链方面，引进

无铅低温玻璃粉研发及生产等项目。”

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贵阳高新区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

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数

字产业等重点产业薄弱环节开展建链、

强链、补链、延链招商。

此外,贵阳高新区紧紧依托贵阳比亚

迪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中晟泰科集成电

路产业园、中航发黎阳、达沃斯科技、林泉

电机等企业，通过以商招商的方式，开展

招商，加快形成产业集群比较优势，再引

进一批大企业好项目落户园区，为产业的

聚集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条件。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贵阳高新区

围绕重点产业发展导向，累计对接洽谈

华为、恒大、苏宁、碧桂园等一批优强名

企，引进标志性企业 13家。通过招大引

强的带动，不断吸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

大数据等相关上下游产业链及关联项目

向园区聚集，招商不断向选商转变。

上下联动
开启全员招商“奋斗模式”

为顺利开展大招商行动，由贵阳高

新区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带头招

商，大力开展外出招商活动。2020年园

区党政主要领导亲自率队赴北京、南

京、广州、深圳、佛山等地开展招商 18
次，考察洽谈企业 43家；推动新辉开等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促成赛诺康医疗器

械及卫生用品生产线等一批重点产业

项目签约。

招商引资，需要贵阳市上下拧成一

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具体工作中，贵阳高新区通过聚焦

产业精准招商、产业示范龙头招商、发

动力量全员招商、对外开放合作招商等

方式，分批组织多个小分队赴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地开展招商33次，考察

洽谈企业 113家；签约森阳集成电路半

导体示范产业园、滴滴出行大数据+交

通出行等项目48个，签约总金额155.63
亿元。

同时，贵阳高新区派出专业招商干

部驻点深圳，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开

展线索挖掘、项目对接、招商推介、考

察服务工作。2020 年，累计对接企业

811 家，拜访商协会 169 家，促成 123
家企业赴贵阳高新区考察洽谈，签订框

架协议23个，正式投资合同22个，投资额

161.88亿元，到位资金 18.62亿元。

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潘

泷波说，接下来，贵阳高新区将紧紧围

绕大数据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

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开展招商，全力

引进一批带动强、效益好的大项目和好

项目。

服务企业
优化环境强内功

“招得来”是基础，“落得下、发展

好”才是关键。如何让客商愿意来、留

得住，并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优化营商

环境是关键。

贵州达沃斯光电有限公司自成立

以来，在贵阳高新区迅速成长。2020
年，在贵阳市政府和贵阳高新区大力支

持下，新建的达沃斯二厂正式投产。“为

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融资建二厂，但存

在很多困难，贵阳高新区知道后，及时

协调金融机构帮助公司成功融资 3500
万元。”贵州达沃斯光电有限公司董事

陈卡斌说。

“雅光电子的成功，离不开地方政

府的支持。为让雅光电子既落得下来，

也强得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贵阳高

新区用心用情为企业提供服务。”贵州

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席

建军说。

“我们看中了贵阳高新区科技扶持

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以及最重要

的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贵州森燃绿

色门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勇杰说:“自

工地开始建设以来，贵阳高新区便积极

帮忙协调项目开工的各种事宜，在疫情

期间，口罩、体温枪等物资紧缺，没想到

园区直接免费将每天需要的防疫物资

送到我们手上。”

在高度重视项目引进的同时,贵阳

高新区加大项目推动服务力度,确保项

目引得进、落得下,力促招商引资成果

实实在在落地转化。“我们对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实施清单式精准调度，及

时帮助企业解决项目转化落地中存在

的困难问题。”潘泷波说，贵阳高新区还

对办事流程进行“升级改造”，大幅提高

企业开办速度，大大节约了企业时间物

力成本。

2020年，贵阳高新区累计为贵州

中晟泰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贵阳长

之琳发动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

26 家企业开展代办服务，涉及企业设

立（变更）、地址变更、工商档案迁转

等 方 面 ，办 结 率 100% ，企 业 满 意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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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通讯员 易颖

26个项目落户自贡高新区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郭星） 近日从石家庄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获悉，过去一年，石家庄高新区

深入贯彻落实“三重四创五优化”，健全完善园区管

理工作机制，大力服务园区经济运行发展，助力园

区营商环境大幅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2020年石家庄高新区 13个工业园区

累计走访入驻企业 2900 余家次，精准帮扶企业 122
家，解决各类困难和问题 1421 项，开展各类活动

228 场，帮助 21 家企业成功申报各类政策支持，协

助企业获得扶持资金 1667万元。

在此基础上，有 33家企业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

合作关系。其中，30 家企业与园区内 54 家企业形

成了稳定产业链，共涉及合作金额 1.78 亿元。超半

数为生物医药健康产业。通过数据信息分析和跟

踪服务，累计挖掘“小升规”培育监测企业 95 家。

成绩的取得正是得益于石家庄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的多措并举。

一是完善制度，创新体制。石家庄高新区经济

发展局修订《工业园区建设管理办法》，制定《工业

园区建设管理领导小组机构设置及职责分工》《工

业园区政园企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

对园区经营者管理指导，提高经营者管理效率，为

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高效运行，稳中求进。13 个工业园区占地

1200 余亩，建筑总面积 160 万平方米，入驻各类企

业近 1300 家。2020 年预计入驻企业主营业务总收

入 135 亿元，同比增速 8%，全年纳税额约 3.7 亿元。

园区单位产出再创新高，亩均营收达 1120余万元。

三是资源集聚，凝聚活力。13 个工业园区中，

有市级以上小微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10 家及各类公

共服务平台 21 个。集聚规模以上企业 127 家，占园

区“四上企业”19%；高新技术企业 241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357家，上市挂牌企业 17家，瞪羚企业 18家，

专新特精企业 18家。

四是创新模式，拓宽服务。石家庄高新区经济

发展局建立了总人员 153 人的园区专业服务团队，

其中包括专职管理人员 101 人。探索新模式，形成

涵盖园区负责人和环保、物业、安全（消防）、疫情防

控分责任人等累计 61人的模块化管理责任队伍，常

态化对接园区内各职能部门工作等。

本报讯 近日，由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电子信息领域中心、北京电子城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中科院研发试验服务基地、北京大

学研发试验服务基地、朝阳工作站（朝

阳科信局）、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

理委员会共同协办的“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百家重点实验室进千家企业”集

成电路产业对接会在中关村电子城·

（北京）国际电子总部举办。

中关村朝阳园管委会副主任冯少

静表示，在“十四五”时期，中关村朝阳

园将依托雄厚的移动通信及电子信息

领域产业基础，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发挥园区内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

的带头作用，把集成电路产业打造成

为科技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建设以电子城·IC创新中心为载体的

集成电路特色产业集群。未来，中关

村朝阳园将以抱诚守真的态度去迎接

集成电路领域科研成果转化，为集成

电路企业提供政策支持、融资渠道、人

才服务等全方位支持，让企业在朝阳

园实现跨越式发展。

活动期间，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管

理办公室重点对北京市科委“首都科

技条件平台和首都科技创新券”政策

进行宣贯，电子城集成电路服务公司、

中科院微电子所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

发中心、北京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微纳

电子学研究院分别对“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服务平台”“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

发平台”及“半导体硅核辐射探测器”

进行介绍，为集成电路企业与高校科

研院所合作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路线。

“百进千”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活

动的成功举办，为深化科研机构与企

业间合作构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为

对接科技服务供需、资源开放共享创

造了合作互惠空间，为小微企业创新

融合发展提供了优质生态环境。中科

院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发平台和北大

半导体硅核辐射探测器研究更是为芯

片行业的科研、技术开发形成强有力

支撑，为科技创新、知识传播、社会服

务缔造新的里程碑。

电子城集成电路服务公司作为电

子城高科旗下科技研发服务的重要组

成，以助力企业创新发展作为己任，重点

围绕芯片设计，整合产业机构资源，建立

专业共性产业平台，并提供专业课程和

专题人才培养，最终以形成产业生态聚

集为目标，构建产业服务桥梁，助力集

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宫铭阳

本报讯 日前，成都高新区发布了首批生物医药

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供给清单。

据悉，首批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供给清

单包括先导药物万亿级DNA编码化合物筛选平台、

成都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国际平行试验室等 10个，

涉及药物发现、安全性评价、有效性评价、中试生产、

细胞治疗研发等多个方面。“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功

能性平台是围绕新药研发过程中的药物发现、质量

研究、安全有效性评价、临床研究、产业化等主要环

节，为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提供新药研发技术服务、

功能服务、临床实践等一体化服务的成果转化专业

服务平台。通过加强核心创新平台整合和建设，形

成规范化、一站式全链条技术创新平台与孵化体

系，实现资源开放共享，有利于创新研究加速转化

成为创新成果，实现创新价值。”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

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作为成都生物产业发展主阵地，近年来，成

都高新区围绕创新资源聚集，狠抓品种培育，医药健

康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2020年，成都高新区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突破 600 亿元，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266
亿元，同比增长 10%，生物医药园区综合竞争力排名

跃升至全国第三。 高欣

石家庄高新区多措并举营造金牌营商环境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2021年第

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自贡分会

场在自贡高新区举行。在此次集中

开工的 145 个项目中，自贡高新区有

26个，总投资达 53亿元，是自贡市项

目数占比最高的区域，投资金额仅次

于市级项目。

其中，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川南

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作为此次集中开

工的自贡高新区重点项目，计划总投

资23.55亿元，项目总占地面积163.68
亩。该项目位于南湖生态城核心地

段，自贡市南湖生态城高峰公园旁，

将建设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学

救援中心、川南平战结合医疗救治基

地、川南危急重症诊疗中心 3 部分。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综合医疗能力

强、专科专业优、技术水平高、服务质

量好、院区环境美的“川南区域医疗

中心”。

过去一年，自贡高新区紧扣“主

引擎”定位，坚持“三抓联动”“四重并

举”，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

的双重挑战，聚焦聚力项目投资主战

场，全年49个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99.96亿元，超年度目标任务10.8个百

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9.38 亿

元，同比增长 17.6%，建成千亿产业园

区。今年，自贡高新区将深入实施

“1743”战略举措，以项目建设为总抓

手，坚持总体要求“三抓联动”“四重

并举”，纵深推进“六个走在前列、深入

实施‘1743’战略举措形成示范”。预计

三年累计实施重大项目超300个、完成

投资超 400 亿元、新开工项目超 120
个。 张洁 文铭权 秦勇

贵阳高新区贵阳高新区：：““双第一双第一””背后的发展密码背后的发展密码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百进千”
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举行

成都高新区发布首批
医药健康产业机会清单

图片来源：自贡高新区

无锡高新区出台新政
打造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

本报讯 无锡高新区日前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快推进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

（试行）》，旨在进一步增强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

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意见》共计12条内容，针对企业在研发、生产、销

售、上市、服务等各阶段，以需求牵引、效果导向，构建

形成分阶段、递进式靶向扶持培育政策体系，鼓励园区

内骨干企业做精做强、开拓资本市场。

《意见》加大了对“高精尖”企业的扶持力度。比

如，在创新药物领域，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根据临床试

验Ⅰ、Ⅱ、Ⅲ期进展以及注册上市分步予以资助，累计

最高资助2000万元。

《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人才支持条款。

对无锡高新区内新招聘生物医药人才，按不同类别给

予 2万元、5万元、8万元安家费补贴，顶尖人才最高支

持300万元等。

目前，无锡高新区已集聚阿斯利康、药明生物、纽

迪希亚等生物医药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形成祥生医疗、

迪哲医药、三联生物、海斯凯尔等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企

业，呈现出集群式、精深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数据显

示，2020年无锡高新区共拥有生物医药各类企业 230
家，产业规模达到625亿元，同比增长17.3%，占无锡市

生物医药产业总规模的55%。 杨明洁

日前，珠海高新区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智慧视觉创新示范城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珠海高新区将

充分发挥区位、人才、政策、产业等优势，结合华为在智慧视觉及安防领域的技术储备和产业整合能力，共同打

造“中国智慧视觉创新示范区”，推动珠海建设成为行业生态完整、核心技术领先、高端人才集聚、应用场景丰

富、竞争力突出的“全球智慧视觉创新示范城市”。会上，华为珠海智慧视觉联合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将

全方位展示珠海高新区最新智慧视觉应用成果以及华为公司机器视觉新产品、新技术，推动智慧视觉行业创新

与发展。 图片来源：珠海高新区

本报讯 近日，青岛高新区16个

重点项目迎来集中开工建设，这些项

目高度契合青岛高新区“3+1”产业方

向。其中，投资 5亿元的诗玮雅天然

药物新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预

计 2022 年投产，落户青岛高新区，企

业看中的是这里完善的产业链布局

和给力的营商环境。

据悉，青岛高新区积极探索实行

“拿地即开工”审批服务模式，将前期

手续办理分为启动受理、容缺预审查

和正式审批三个阶段，实现各项手续并

联审批、压茬推进、无缝衔接，极大压缩

了项目从落地到建设的周期，项目平均

审批时间至少缩短30个工作日。3月

初投产的盘古润滑产业化基地项目，从

拿地到投产仅用10个月时间。

诗玮雅天然药物新药研发及产

业化基地项目副总经理韩龙说：“在

其他地方，前期的规划审批正常情况

下需要10个工作日，但是在青岛高新

区我们从提报到审批只用了3天。”

此外，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玉兰表示：“青岛高新

区还成立工作专班，协同指导我们走

好每一步流程，为我们后面的竣工提

供了保障。”

据介绍，近年来，青岛高新区聚

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医药、人工

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

“3+1”产业，以服务优化助力项目引

进、建设，以项目建设加速产业集

聚。建立起从产业链招商、项目落

地、建设竣工到培育壮大的全周期服

务体系，将园区1200余家重点企业纳

入15个网格，选派83名网格员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项目建设不断提

速，今年以来，园区已有海纳光电、蔚

蓝生物等 10 多个市级重点项目实现

竣工投产。

青岛高新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王华华说：“2021 年我们推行重点项

目秘书服务机制，把全年的工作目标

分解到各个主责部门，以企业网格化

服务来全力保障，确保项目能够快开

工、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 常彬

拿地即开工
青岛高新区项目落地实现“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