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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华永） 近日，记
者从省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专班获悉，上半
年，全省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完成工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 26.1%，在十大工业中位居第
4，高于平均值 6.4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8.5%，高于十大工业平均值 3.4
个百分点；产销率95.8%。

从行业效益看：1 至 6 月份，全省规
模以上特色食品企业 674户，实现营业收
入 294.76 亿元，同比增长 20.7%；实现利
润总额 11.29 亿元；实现税金总额 5.67 亿
元，同比增长20%。

从主要产品产量看：1 至 6 月份，全
省辣椒制品产品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量
38.43万吨，同比增长 75.2%；乳制品产品
产量继续稳步增长，产品产量 7.70 万吨，
同比增长 15.7%。

今年来，我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生态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增
品种、创品牌、提品质”为抓手，推进高
成长企业培育，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持续
加强宣传推介，推动全省生态特色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

印发 《全省农产品 （食品） 深加工高
成长企业培育工作方案》，首批培育 16家
高成长企业，通过高成长企业带动产业链
延伸和价值链提升，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成功举办十大工业产业产销
对接推进协同发展系列活动之农产品 （食
品） 深加工高成长企业产品推荐活动。

编制《贵州省“十四五”生态特色食品
产业发展规划》，高起点谋划生态特色食品
产业发展。在现有产业园区、规上企业、拟
实施重点项目分布现状的基础上，合理布
局精深加工和高效产地初加工产业。

纵深推进“双千工程”，加大资金和

政策扶持力度，遴选 10 家龙头、30 家高
成长性企业进入省级“千企改造”工程名
单进行重点培育；制定 《全省生态特色食
品产业招商工作方案》，对招商目标任务
进行了分解落实，上半年，生态特色食品
产业到位资金 115.3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64.1%。

组织企业参加省内外展会，集中开展
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专题推介及招商活动，
促进产销有效衔接，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4月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 17
家刺梨企业和 16 家高成长企业参加了第
104 届春季全国糖酒会，现场接待客户 4
万余人、达成交易 1159笔、销售额 700多
万元，与经销商、渠道商达成合作意向
180余个、意向采购额 1.3亿元。

印发 《贵州刺梨产业 2021 年高质量
发展工作要点》，指导企业实施刺梨鲜果
订单式保底收购，推动刺梨加工企业与农

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保底收购率达 85%
以上。完善“加工企业+合作社 （基地） +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刺梨产业贷帮
助企业解决收购资金困难，确保刺梨鲜果
应收尽收，保障群众收益，进一步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生态特色食品产业，是我省生态优势
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的战略选择。
在领衔省领导的高位推动下，全省上下按
照‘12345’产业链模式，全力推动该产业高
质量发展。”省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专班有关
负责人说。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以“增品种、创
品牌、提品质”为抓手，重点开展产业大
招商与生态特色食品宣传推介工作，推进
农产品 （食品） 高成长企业培育工作，大
力发展精深加工，持续加强宣传推介，实
现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全力打造全国绿色
食品工业基地。

1月至 6月份辣椒制品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75.2%，乳制品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15.7%

全省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稳中向好

本报讯 （记者 张建） 近日，记者
从贵州省刺梨产业工作专班获悉，上半
年，全省刺梨产业加工产值 13.5亿元，同
比增长55%，发展势头强劲。

今年以来，按照新型工业化引领“新
四化”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全省上下聚焦
高质量发展、重点突破、品牌打造、拳头
产品、产业合作、资金困难六项重点任

务，以产业统筹、龙头培育、广告宣传、
市场拓展、协同发展、融资服务六项措施
为抓手，全力推进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全省刺梨销售额超
10 亿元，增长 80%；生产经营企业 70 余
家，较去年增加 37 家；规模以上加工企
业 19 家，较去年增加 10 家。产业发展呈
现速度明显加快，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市场销售成倍扩大的良好态势。
为全力推进刺梨产业加快发展，贵州

省刺梨产业工作专班实施了六大举措。
一是扎实推进优质基地建设，提高

刺 梨 产 业 规 模 化 、 标 准 化 、 品 牌 化 水
平，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基地建
设和认证。

二是扎实推进保底收购，发挥加工带

动引领，严格落实保底收购，做到刺梨鲜
果应收尽收，充分保障群众收益，助力乡
村振兴。

三是扎实推进龙头企业培育，始终坚
持“工业化”思维，培育优强龙头企业，
提升产品质量，持续招大引强，助力产业
加快发展。

四是扎实推进质量监管，强化贵州刺
梨公共品牌体系建设，严把产品质量关。

五是扎实推进宣传营销，举办贵州刺
梨健康·中国行活动，帮助企业进一步拓
展营销渠道。

六是扎实推进政策服务保障，积极为
企业争取资金及政策支持做好服务，帮助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为企业生产经营创
造良好环境。

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品牌影响不断提升 市场销售成倍扩大

我省刺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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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六盘
水盘州市迎来刺
梨采摘期。记者
在现场看到，农
户将从刺梨种植
基地采摘的刺梨
果用编织袋装好
送上前来运载的
大货车中。运载
鲜果的数十辆大
货车来回穿梭于
种植基地及盘州
刺梨产研中心，
刺梨加工企业也
开始按照生产加
工标准进行鲜果
榨汁，呈现一派
刺梨丰收的喜人
画面。

本报讯 （记者 张建）8月初举行的
2021 年（第 38 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
上，发布了备受行业关注的 2020年度中国
医药工业百强榜单。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位列第 90 位，连续 12 年上榜，是目
前我省独家上榜的医药企业。此外，益佰
制药还成功入选本届年会发布的 2021 年
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榜单。

据悉，2020 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

企业的评选及排名是经工信部专家一审、
二审、复审、综合审定等环节层层评定。
入围医药工业企业的指标依据为 2020 年
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序以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为基础。

资料显示，益佰制药 2020 年度医药
工业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29.78 亿元，同比
增长6.2%；业务涉及化学药、中成药和生
物药等行业，均为原料制剂一体化，覆盖

肿瘤、心脑血管、呼吸专科、妇儿专科、
骨科等领域。

截至 2020年末，益佰制药拥有 146个
品种、187个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其中 64
个品种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7 个品种被
列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6个品种为
原研产品，3 个产品为国家中药保护品
种。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布局化学药和生

物药市场，将围绕肿瘤、心脑血管、妇儿
等治疗领域，进行化学药、生物药的仿
制、创新研发及其他合作方式。”益佰制
药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益佰制药
将继续立足药品制造领域，夯实制药主
业，形成以中药为基础、化学药和生物药
并重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同时，不断向大
健康产品服务和医疗服务两个领域拓展进
军，形成“一舰双翼”的发展局面。

益佰制药连续 12年入选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

本报讯 （记者 张建）贵
阳市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实
施“强省会”五年行动的首要任
务，以产业大招商和项目建设为
抓手，上半年新引进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 55个、总投资超过 500亿
元，工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

今年以来，贵阳市深入实施
产业大招商三年倍增行动计划，
全力推动党政干部带头招商，抓
好广东大招商专项行动、“苏商
入黔”集中签约等重大活动。上
半年，该市工业项目累计到位资
金超过 400 亿元，圆满完成“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以重点项目分级调度服务
机制为抓手，贵阳市采取对市级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进行包保服
务、区级对辖区工业项目进行全
覆盖服务的有力措施，为工业项
目投资、建设保驾护航。上半年
全市开工项目 111 个、总投资约
286亿元，项目数、总投资分别同
比增长 117.7%、80.8%；建成项目
69 个、总投资约 158 亿元，项目

数、总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81.6%、
377.5%。

与此同时，贵阳市全力提升
资金、用能、用地等重点生产要素
保障水平，确保工业项目引得进、
落得下、建得快。一方面加快全
市电力市场化交易、天然气直供、

“标准地”试点等重大改革创新步
伐，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新型工业
化基金支持；另一方面加强市级
支持，出台《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
期间继续支持企业稳定发展若干
措施》，充分用好市中小微企业转
贷应急资金等政策性金融产品，
全力支持各类项目达产增产。今
年上半年，市、区两级兑现政策奖
励资金1.61亿元。

下一步，贵阳市将坚持“项
目为王”，狠抓产业招商和项目
建设，通过谋划一批、洽谈一批、
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
全力推进项目招引和建设提速
提效，确保全年新引进工业项目
300 个、工业招商到位资金 800
亿元。

贵阳

上半年工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

本报讯 （记者 张建）今
年上半年，遵义市工业产业招商
成果显著，共引进工业产业项目
398个，到位资金300.31亿元。

今年以来，遵义市工信系统
紧紧围绕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和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立足资
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有
中生优招商，紧盯目标任务，积
极谋划专题招商。截至上半年，
该市工业系统赴珠海、苏州、上
海、广州、南京等地开展招商活
动 80余次，重点围绕装备制造、

生态特色食品、健康医药、基础
材料等优势产业进行招商推介
和精准洽接。

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局主要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各
县工业首位产业、十大工业产
业和本地特色资源优势产业精
心包装一批项目，重点在高端
装备制造、生态特色食品等产
业进行谋划项目，做好项目分
析论证，推出优势明显、吸引
力强的工业产业招商项目，提
高招商成功率。

遵义

1月至 6月份工业产业招商成果显著

本报讯 （记者 张建）为
展现多彩贵州、爽爽贵阳的绚丽
文化，展示民族民俗风情，促进
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合作，贵阳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于 8月 5日主办
了 2021 年贵阳市民族民间工艺
品大赛。

本次大赛共有 31 位能工巧
匠和 75件（套）民族民间工艺品
参与现场角逐，参赛作品主要有
雕刻、蜡染、刺绣、陶艺等，品类
丰富，创意独特。

据悉，自 2006 年以来，贵
阳市已举办了 15 届能工巧匠和
民族民间工艺品大赛，发现了
一大批传承民间非遗技艺的能
工巧匠，发掘了一批精美的民
族工艺品，壮大了一批如黔粹
行、黔尚品、黔艺宝等民族民
间工艺品企业。

近年来，贵阳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
的发展，大力促进民族民间工艺
品产业做强、规模做大、产品出
山，在弘扬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
同时，推进全市民族民间工艺品
的保护传承及科学合理的产业
化开发，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
大对民族民间工艺品企业的扶
持力度，为企业提供更多交流展
示平台。同时，推荐优秀作品和
企业参加贵州省工业博览会设
置的民族民间工艺品专区展厅
进行展示，组织企业参加贵阳市

“筑交会”等系列活动，帮助企业
开拓市场，增强省会城市民族民
间工艺品行业的聚势发展，为民
族民间工艺品行业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为民族民间工艺品行业
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贵阳举行民族民间工艺品大赛

本报讯 （记者 张建）惠
水县坚持“产业发展，集聚为要”
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园区建设新
模式，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产业集聚”为原则，画好产业图
谱，建设精品“园中园”，做大做
强龙头企业，做优做精关联企
业，推动工业经济向高端产业链
迈进。

8 月初，记者走进位于惠水
经济开发区龙泉片区的永红换
热装备产业园，挖掘机的破锤
声、大货车的轰鸣声、工人们的
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派项目建设
热腾腾的景象。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建设的
几个项目，都是朝着贵州永红换
热冷却技术有限公司来的。”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永红换热装
备产业园成功吸引了 8 家入驻
企业，都是为贵州永红提供高端
换热器的零配件生产企业。

据贵州朝睿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刚介绍，入驻永红换
热装备产业园的 8 家企业，其

中，4 家和贵州永红合作 10 年
以上，彼此都比较了解，发展
起来很有信心。

永红换热装备产业园负责
人向记者透露，目前，正在建设
的几家企业，今年 10月将陆续投
产。到“十四五”末，整个产业园
的产值预计达 10亿元。

在惠水，以“园中园”模式聚
集产业发展的，还有占地 2000
亩、计划 3年内入驻交通产业企
业 100家、年产值达 20亿元的惠
水交通产业园。

目前，由贵州公路集团注
资 4.5亿元建设的惠水交通设施
设备制造产业园，正在如火如
荼建设中，项目一期预计今年
年底投产。

据悉，下一步惠水县将重点
围绕装备制造、生态特色食品、
健康医药、新型建材等首位产业
和辅助产业，通过高质量招引、
链条招商，以企业为主体建设

“园中园”，形成要素集聚抱团发
展、延长产业链条的新格局。

惠水

“园中园”模式助推工业产业发展

① 企业开足马力
进行刺梨鲜果榨汁。

② 大货车将刺梨
鲜果运至生产企业。

③ 农户采摘的刺
梨鲜果。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