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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杨毅 记 者 张建）
2020年，我省印刷企业发展至 639家，比 2019
年增加 23家；全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54.61亿
元，比上年增加 15.16%；工业增加值 15.02 亿
元，比上年增加 26.11%；实现销售收入 53.0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81%；实现利润总额 4.6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96%。

过去一年，全省印刷行业精品意识不断提

升，严把重要印刷品质量关，数量和质量较
2019 年有明显提升。比如，2020 年新闻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党和国家文件文献、报纸
期刊、少儿出版物等重要印刷品的监管，提高
了印刷门槛，减少了准印企业数量。

从近三年的年检数据来看，全省印刷企
业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发现侵
犯知识产权、非法印制商品标识标签和盗印

等行为。较好的印刷行业生态环境，助推企
业实现良性发展。我省印刷企业的工业生产
总值、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年末拥有资产
总额、实现利润总额等关键性指标逐年上升，
反映了我省印刷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
发展态势，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缓解社会就
业压力方面持续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

2020 年，我省有 25 家印刷企业产值超过

5000 万元，其中，15 家企业新增研发资金，
瞄准绿色印刷和智能印刷等先进生产力发展方
向，不断谋求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部分中小
企业也纷纷加大研发投入，转型意识明显增
强。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我省有 2家印刷企
业获得国际印刷奖项 11个，为贵州印刷产业迈
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注入强劲动能。

202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54.61亿元，荣膺国际印刷奖项 11个——

我省印刷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 （记者 陈华永） 7月 28日，记
者从 2021 年全省白酒企业与包装企业供需对
接暨招商推介会上获悉，今年 1至 6 月，全省
白酒包装省内配套率达到 69.7%，较 2020年全
年提高 17.4个百分点，年底将达到80%。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今年 1至
6月，贵州白酒产量同比增长 51%，摸顶近年
同期最高产量。全省白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高速度增长，为包装产业加速发展、加快转型
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较大的潜力空间。

与此同时，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不断创新
工作方法，强化政策服务，以茅台为引领的各
大企业积极响应要求，加强工作力度，白酒包
装省内配套率稳步上扬，节节攀升。今年上半
年，茅台、习酒、国台、金沙的省内包装配套

率分别达69%、86.8%、83.2%、70%。
据介绍，贵州包装企业经历了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群的转变，当前，我省
白酒企业和包装企业呈现出融合互动、相互依
存、相生相伴态势。

接下来，我省将持续全力打造“贵人服
务”营商环境品牌，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大
力优化政务、法治、商务和社会环境，以“安
不安全，方不方便，赚不赚钱、清不清廉”作
为营商工作的检验标准，让白酒包装投资者在
贵州办事一路绿灯、事业一路红火。

将坚持专业化、精准化工作原则，聚焦园
区“主战场”，链接产销“合伙人”，打好要素

“资源牌”，通过搭建平台、强化纽带、架设桥
梁，帮助白酒包装企业之间做到信息充分交

流、供需高频互动、资源精准匹配，真正实现
产业链不断完善、供应链高效畅通、价值链快
速提升。

将继续搭建高效的对接平台，利用 9月下
旬举办的第二届贵阳工业博览会，为白酒包装
企业提供更大的展示舞台、更广的发展空间。

据悉，“十四五”期间，贵州将推动重点
酒企实施一系列重大建设工程，如茅台集团 3
万吨酱香系列酒技改工程、习酒公司 1.9 万吨
酱香酒及配套建设项目、国台酒业 6500 吨酱
香白酒技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等，目前这些项
目正在逐步释放产能，为包装配套市场提供巨
大的需求商机。

省包装联合会发布了 2022 年白酒包装需
求计划（第一批），共有 10家重点白酒企业和 44

家行业重点包材企业参加，合计发布需求 156
条。重点白酒企业 10 家分别为茅台、习酒、国
台、金沙、钓鱼台、珍酒、董酒、鸭溪、贵州醇、金
沙安底斗酒。需求类别分别为贴标、彩盒、彩
带、胶帽、纸箱、提袋、瓶盖、酒瓶。

此外，在推介会上，白酒企业与包装企业
签约供需项目达 30 多个，引进企业超过 10
户，成效之丰为历年之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省优质烟酒产业工作专班班长敖鸿表示，伴随
着白酒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在行业先进企业
的带动引领下，我省包装企业的设备装置水
平、创新设计能力、经营管理理念、生产流通
能力必将实现质的飞跃，成为产业链上强劲的
经济增长极。

上半年全省白酒包装省内配套率近七成

工业资讯

遵义市酒类包装配套产业向超百亿产值奋进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华永 摄影报道

走进华福科技遵义分公司展示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酒瓶、酒盖、酒盒样品。生产车间内，一条条生产线正高速
运转，一派繁忙景象。

该公司今年 1月份开始组建，现已具备量产能力。目前有大型设备 20余台、手工拉线 15条、智能化生产线 6条、
在职员工 300余人，主营酒类包装设计、生产。

据介绍，该公司计划在下半年再引进 10台大型设备、5条手工拉线、6条智能化自动生产线，达到年产 775万个
酒包印刷品的生产规模，目前一期工程规划有酒类包装生产、酒瓶生产及瓶盖生产。

华福科技遵义分公司仅仅是遵义包装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遵义致力于推动包装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了
以新蒲经开区印刷包装产业园-播州区龙坪镇“遵义市包装印刷文化产业园”-仁怀坛厂配套服务园-习水白酒包材配
套园为主的包装产业集群，产业链条逐步完善，涵盖纸制品包装、塑料包装、玻璃包装、金属包装四个主要行业，呈
现出量升、质优、多元、创新的发展态势，预计到“十四五”末，遵义市酒类包装配套产业将超过 100亿元产值。

本报讯 （记者 张建） 近年来，贵州海
尔工业园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累计投入上亿
元，引进国际一流智能化设备，打造互联工
厂，促使产能提升 40%、效率提升 21%、产品
质量水平改善55%。

7月底，记者在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看
到，眼前这座工厂，集装箱式建筑、灰色外
墙、深色方窗，外观与普通厂房并无二致，内
部却别有洞天。

走进生产车间，目之所及的大屏幕上，滚
动着产品生产进度等相关信息。继续往前走，
便看到几个挥动着橙色机械臂的机器人正在生

产线上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业……
智能化程度如此高的“互联工厂”创造了

怎样的“价值”？记者与贵州海尔工业园主要
负责人王庆文深入沟通后，找到了答案。

王庆文告诉记者，贵州海尔工业园始建于
1997年，是海尔集团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对口支持贵州建设的号召，与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 061基地风华机器厂合资组建成立的西南海
尔冰箱生产基地。

2018年，贵州海尔工业园深入贯彻落实省
政府下发的 《贵州省推动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
合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的通知》，依托集
团优势资源，基于自主研发的卡奥斯工业互联

网平台，对传统生产、销售等流程进行重构升
级。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通过引进德国全自动内胆真空成型机、
ABB六轴机器人，以及新建箱体发泡智能控温
室、成品性能智能检测系统、智慧能源管理系
统、3D 影像智能检测系统等智能化升级改
造，贵州海尔工业园近三年的产能提升了
40% 、 效 率 提 升 21% 、 产 品 质 量 水 平 改 善
55%。

以外观检测为例，贵州海尔工业园目前采
用的 3D 视觉检测技术是行业首家应用人工智
能来检测箱体外观，不仅让检测效率提升 1倍
以上，还实现检测零差错。据了解，以前产品

的外观检测主要是人工检测，现在采用了三种
视觉技术，首先，对箱体外壳平整度及划痕检
测使用了 AI图像比对分析技术；其次，对箱
体结构关键尺寸进行检测使用了双目视觉、3D
快速建模技术；第三，对装配精度的检测使用
了视觉测量技术。

同时，基于自主研发的卡奥斯工业互联网
平台，贵州海尔工业园冰箱互联工厂实现了用
户交互设计、模块商协同研发、智能排产、物料
精准拉动、视觉检测、智慧仓储、产品配送轨迹
可视等企业全流程场景，同时在定单到达用户
家中后，通过网器可以实时采集用户交互信息，
为产品的迭代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贵州海尔工业园将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
工业倍增计划，继续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
发展水平，持续优化智能柔性门壳线、总装
线、成品库等，构建数字化质量体系，优化数
字化生产体系升级优化，具备大冰箱生产能
力，提升“贵州制造”品牌效应。

贵州海尔工业园：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华永 实习生 王璐
田沙沙） 在继承传统酿造生产工艺基础上，采用
最先进的清洁生产方式、贯彻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弘扬深厚酒文化的我省 10家酿酒企业脱颖而出，
获首批“生态酿酒企业”称号。

7月 19日，以“生态酿造 绿色发展”为主
题的贵州省首届“生态酿酒企业”授牌仪式在贵
阳举行，现场对茅台、习酒、国台、贵州醇、珍
酒、安酒、岩博酒业、金沙窖酒、贵酒、钓鱼台
10家分别获得5A级、4A级、3A级的生态酿酒企
业进行授牌颁证。

今年 3 月，《贵州省酿酒行业生态标准评价
体系》出台，这是贵州乃至全国酿酒行业第一个
涉及生态酿酒标准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的诞
生与实施，有利于倡导贵州酿酒企业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酿酒产
业高质量发展。

贵州首届

生态酿酒企业

授牌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牛波 实习生 王璐） 近
年来，六盘水市通过项目建设，深化工业互联网行
业应用和煤矿“两化”改造等措施，加快大数据与
工业深度融合，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

培育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合标杆示范项目。
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培育建设工业领域融合标
杆项目、示范项目，带动工业企业融合发展。目
前，培育融合标杆项目 14个、示范项目 130 个、带
动 191户工业企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

有序推进重点示范项目建设。水钢集团智能
制造系统建设项目，总投资1.05亿元。贵州源码奔
腾科技有限公司中小微企业智汇云店项目，建立生
产经营数据系统，促进数字化生产经营，推动企业
登云用云。盘江云交易系统项目，累计投入282.86
万元，合同管理子系统、进度款管理子系统、企业信
息化管理系统、竞价销售系统已陆续上线。

深化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持续完善“安全
云”平台功能，在线监测煤炭生产、管理等环节信
息，提供生产设备运行管理智能化、协同化服务，
提升煤矿行业数字化、机械化、自动化水平。

完成煤矿“两化”改造。截至目前，六盘水市
正常生产的煤矿已实施机械化改造和辅助系统智
能化改造，机械化率和辅助系统智能化覆盖率均
为 100%。

六盘水

加快推进

工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 （记者 张建 实习生 田沙沙）日
前，记者从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该市 108 户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完成产量 15.97
万千升，同比增长 49.39%；实现产值 672.51亿元，
同 比 增 长 27.64% ；实 现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5.3%。

近年来，遵义市紧抓白酒这一支柱产业、首位
产业，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
全市 98 家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完成产量 24.5 万千
升，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77%。

目前，遵义市拥有生产许可证的白酒企业
382户，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已达 108户，白酒包材
企业共 151户，规上企业32户。

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精准发力、精细调度，在持续抓好环境保护、
布局优化、市场治理等工作基础上，重点在要素保
障、品牌塑造和主体培育上下功夫，全力打造世界
酱香白酒产业核心区。

遵义

上半年完成

白酒产值672.51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建） 近日，记者从黔南
州新型建材产业链工作推进调度会上获悉，今年
上半年，该州新型建材行业主要产品产量稳步增
长，市场需求总体向好，全行业实现稳中有进的
良好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 1至 6月，黔南州新型建材
产业有规模以上企业 376户，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213.9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5.5%。

建材产业项目建设方面，黔南州现有调度
500万元以上新型建材项目76个，今年计划总投
资 35.4 亿元，累计已完成投资 20 亿元；招商引
资方面，新型建材招商项目 81 个，总投资 67.5
亿元，到位资金32.5亿元。

据黔南州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企业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各链长成员单位企业将围绕黔南新
型建材产业链“建链、接链、延链、补链、强
链”，从专业角度提出产业发展思路和建议，进
一步完善招商资源信息共享机制，为黔南州招商
团队牵线搭桥，助力招商引资。

黔南

新型建材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

习水晶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制瓶生产线。

贵州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包装车间。

华福科技遵义分公司的印刷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