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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奋进新征程 满怀豪情再出发

贵阳高新区三十而立勇毅前行攀新高
▶

陈佳艺 本报特约通讯员

易颖

杨婷

30 年风雨无阻 ，贵阳高新区
的大数据产业实现了从“风生水
起”到“落 地 生 根”再 到“集 聚 成
势”的 精 彩“三 级 跳”；坚 持 走 新
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模式；加速高端创新资源
要 素 集 聚 ，打 造 自 主 创 新 新 高
地。展望未来 ，贵阳高新区将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紧
密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发展
思路、目标任务 ，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

砥砺奋进路，
铿锵脚步声。
航宇科技、振华新材料等 制 造 业 企 业 先 后
在科创板上市，实现了贵州省科创板上市企业
“零”的突破；在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中，
从 2012 年 的 第 62 位 跃 升 至 2021 年 的第 39 位，
上升23个位次；
2021年规模工业总产值首破200亿
元大关……一个个生动场景，呈现了过去 30 年贵
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累累硕果。
回首过去，30 年风雨无阻，贵阳高新区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坚持以大数据为引领，其大数据
产业实现了从“风生水起”到“落地生根”再到“集
聚成势”的精彩“三级跳”；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
展道路，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加速高端创新
资源要素集聚，
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展望未来，贵阳高新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发展思
路、目标任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坚持围绕“四
新”主攻“四化”主战略和实现“四区一高地”主定
位，以“强省会”为主抓手，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为引领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努力为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在新
的赶考路上交出“高新”
答卷。

中国贵阳留学人员创业园

贵阳高新区大数据广场

新型工业化之路步履铿锵
开发区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主阵地、主战
场。近年来，贵阳国家高新区聚焦主战略、主定
位和“强省会”战略部署，牢牢把握“高”和“新”发
展定位，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攻方向，坚持走“高端
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道路，做强工业实体，推
动新旧动能转化，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大数据），连续 3 年入围全国先进制造业百
强园区。
回望历史长河，一条生产线升级改造后，工
人的数量降至原来的 1/3，优品率则从 62%提升
到 95%，产量提升了 58%，与全球排名第一的汽车
发电机制造商法国法雷奥公司合作，贵州雅光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传统生产线智能化改造
成效显著、立竿见影；贵州中晟泰科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也进行了智能改造，升级后生产线上一名
工人可操控数十台设备，产品不仅具备更高性
能、更低功耗，还实现了芯片尺寸的优化；沃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第二家拥有干式膜元
件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制造商，其自主研发的高自
动化膜生产线处于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已规模化
生产 20 个系列 100 多个规格的膜产品型号，拥有
年产膜材料 2330 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
传统产业纷纷转身，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
越来越彰显。持续加快大数据与工业企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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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推动了工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提升了工业经济竞争力；培育了航宇科技航
空锻造智慧工厂等 24 个智能制造典型试点示范
项目，
2 个项目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在推动传统工业转型的同时，贵阳高新区不
失时机地加速产业集聚发展，紧扣重点产业建
链、强链、补链、延链，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含
“新”量和含“金”量高的重大项目，推动“产业集
聚”向“产业集群”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大数据电
子信息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为主导、新能源汽车
产业为特色的“两主一特”
现代工业体系。
数据显示，在“十三五”时期，贵阳高新区规
模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689.65 亿元，是“十二五”
期间的 2.51 倍；规模工业增加值自 2017 年以来年
均增速始终保持 20%以上，特别是近两年，
“两主
一特”产值占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八成
以上，
有力支撑起工业增长基本盘。
未来，在新型工业化这条崭新的航道上，贵
阳高新区将迎风而上，以更务实的举措，推动新
型工业化实现大突破，为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
出高新贡献。

数字经济之路潜力巨大
作为一家 1998 年就扎根于贵阳高新区的互
联网企业，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茁
壮发展，是贵阳高新区发展大数据的一个缩影，
见证了大数据在贵阳高新区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从优到精。
“在创业初期，公司把目光瞄准在‘统一消
息’通信技术上，积攒到了第一桶金，2013 年我们
搭上大数据这趟高速航班，开始在智慧医疗领域
开疆拓土，积极探索出以实体医院为依托的‘互
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模式。”贵阳朗玛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旋峰说。
随着贵阳高新区大数据发展从“0”到“1”的
突破，朗玛信息逐渐完善了互联网医疗生态系
统，形成以实体医院为基础，集医疗健康咨询、远
程问诊、健康检测和医药电商于一体的“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闭环，覆盖 PC 端、移动端和电视
端；其旗下的“39 互联网医院”注册用户超 100 万
户，业务咨询量约 300 万次，签约合作市、县两级
医院 1300 余家，签约合作专家超 2000 名，累计完
成涵盖全国 27 个省份、37 个专业的 46 万次的疑
难重症医疗服务。
30 年厚积薄发。如今，贵阳高新区大数据产
业领先领跑全国，为贵阳市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
在大数据制度创新方面，贵阳高新区率先在

全国探索研制数据资源“聚通用”标准规范，已发
布标准成果 130 项，其中，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
准 14 项，
地方标准 94 项，
团体标准 21 项。
在大数据技术创新方面，率先获批国家大数
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国家高新区大数据引领
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示范工程等，率先在全国启动
“国家大数据产业孵化器”
“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
室——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建设，率先成立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形成了一批以“享链主权区块链”和“易鲸捷国产
融合分布式数据库”
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成果。
在大数据产业创新方面，贵阳高新区主动链
接北京中关村、南京软件谷等资源，抢抓“东数西
算”等重大战略机遇，聚焦“一硬一软”推动数字
产业化，引进了网易、麒麟、统信等龙头企业，培
育出东方世纪、高登世德、乐诚科技等本土企业，
软件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16.65%，占贵阳市比重
39.29%，
连续 4 年位列贵阳市第一。
在大数据应用创新方面，不断挖掘大数据政
用、商用、民用价值，赋能贵州省
“四新”
“四化”
发
展，
辖区企业打造的贵州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率先
成为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试点示范平
台。

科创之路高歌猛进
2022 年，贵阳高新区各类研发机构（平台）增
长至 278 家，年均增长率 11.8%，新增创服机构 69
家，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0 个，贵州省级人才
基地 12 个，成为贵州省科技创新活跃度最高的区
域之一……这是正值而立之年的贵阳高新区，在
科技创新发展道路上交出的成绩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阳高新区坚持以大数据
为引领驱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一张“白纸”上
绘就一幅“蓝图”，先后获批“国家大数据产业技
术创新试验区”
“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 国家
高新区第二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 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等，已成为贵州省、贵阳市新型工业化
发展的主战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阵地，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建区 30 年来，贵阳高新区始终牢记“高”
“新”
发展使命，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持续推进研发投
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成果转化、实践教育基地
建设等，不断育龙头、补链条、强集群，着力强化
创新链、优化产业链、提升服务链……30 年光阴
已带走往昔的荒芜，今天的高新大地上，坐落着
贵州科学城、贵阳国际人才城等科技发展地标；
相继引进清华—贵州大数据研究生实践教育基
地、上海交大—贵州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等高端创新平台；还陆续集聚国家电子基础元
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质检中心；首都
科技条件平台贵阳合作站、北京技术市场贵阳服
务平台以及中国技术交易所贵阳工作站等技术
转移平台。
目前，贵阳高新区已吸引各级专家、博士、海
归、创客等人才上千名，涌现出东方世纪的李胜、
沃顿科技的蔡志奇等一批优秀创新人才；培育了
电建贵阳院、朗玛信息等 6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主板、创业板上市，东方世纪、振华新材料等 9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显现出以
海诚科技、亿程交通等为代表的高成长性企业，
园区发明专利授权达 1062 件。截至今年 8 月，全
区聚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41 家、国家级研发平
台 37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 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7 家。
一个个数据的增加，一项项成果的研发，为
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下一
步，贵阳高新区将从继续推进企业研发投入攻
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成果转化示范区建设以
及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建设 4 个方面，不断刷新
科技创新高度，奋力创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强省会”中展现新作为、
作出新贡献。

改革创新照亮政务服务之路
近日，
在贵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的帮助下，
一家
央企旗下子公司顺利注册落地。
“感谢你们高效率为
企业办理了公司注册。
”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也是贵阳
高新区建区的“而立之年”。2018 年，作为贵阳市
首家行政审批局贵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在高新
区挂牌成立。实现 39 项行政许可事项集中审批
以及“一颗印章审批”，拉开了从“多部门之间来
回跑”到“一个部门综合服务”，从“多个窗口等”
到“一窗受理、业务联办”，从“多次跑”到“最多跑
一次”
的序幕。
2 小时帮助企业办理、发放首个认证类营业
执照；率先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程电子化；
通过“全省通办”，在 14 分钟内为企业办理社保登
记业务，跑出“全省通办”新速度……贵阳高新区
自成立以来，始终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突破
口，下好优化服务“先手棋”，不断刷新服务效率，
其行政许可类事项承诺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
将压缩率由 2018 年的 47%提升至 85.7%；在企业
开办办理时间压缩到 1 个工作日基础上，网上变
更事项也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同时将企业开办全
程电子化办理时间压缩到 3 个工作小时。
在政务服务创新上，打造“淘政务”平台、完
成“一窗通办‘1+2’”模式改革，进一步实现“一网
通办、零跑腿”
“ 一次都不跑、一次就办成”等目
标。另外，积极探索拓展集成套餐服务，推进“减
材料”
“ 减环节”
“ 减时限”，并聚焦企业群众普遍
关切的异地办事需求，逐步完善“跨省通办、全省
通办”，解决了企业群众办证多、办事难、多头跑、
来回跑等问题。行政审批服务越来越高效，已成
为近年来到贵阳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企业
群众的切身感受。
下一步，贵阳高新区将乘党的二十大东风，
持续深化“放管服”，努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能，用看得见的举措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最大程度利企便民，谱写
高新区政务服务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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