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发展生态之州 工业领航幸福黔南
张建

黔 南 州 深 入 实 施 “ 工 业 强
州”战略，抢抓“黄金十年”发
展机遇，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培
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工业实力
显著增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发
展成效显著，园区发展能力加快
提升，民营经济日益壮大，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交出了高质量发
展完美答卷。

过去十年，黔南聚集规模工
业企业 939 家，规模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13.7%，高于全省 3.7 个
百 分 点 ，持 续 位 居 全 省 前 列 。
2020 年全州工业增加值达 429.24
亿元、工业总产值达 1650 亿元，
分别是 2010 年的 5.3 倍和 5 倍；全
州 6 个园区产值规模突破百亿，
园区内已投产工业企业地均投资
和产出强度分别达 252.42 万元/
亩和 264.88 万元/亩，较“十二五”
末分别增长 22.5%和 41.0%。

如 今 ， 黔 南 州 形 成 现 代 化
工、新型建材、装备制造、生态
特色食品、健康医药、现代能
源、电子信息制造七大产业集群
发展格局，为“十四五”工业倍
增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黔南州委、州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新型工业化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
会精神，高位推动，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奋力推动工
业大突破。

聚焦工业总产值、工业投资、企业规模实现大突
破，黔南州印发了 《黔南州实施工业倍增行动计划》，
提出全州到“十四五”末工业总产值完成 3200 亿元、
完成 3000 亿元投资、规模企业达到 1600 户的倍增目
标。根据县市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进一步压实责

任，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黔南州完成规模工业产值 712.9亿元，

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预期目标；完成工业投资
165.7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0.2%；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67
户，总量达到874户。

聚焦在结构优化上实现大突破。黔南州对现有产
业进行改造优化，坚持集约化、精细化、高端化、绿
色化，将磷化工打造成世界级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以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抓手，打造全国重要的

绿色食品工业基地；围绕独山、长顺两县电子信息制
造产业优势，重点打造数字视听、电子元器件产业；
同时着力打造区域级的健康医药、新型建材集群和装
备制造特色产业集群。

聚焦在项目建设上实现大突破。黔南州围绕“项目
为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推进工业倍增，实施新型工
业化，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州县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外
出招商 100 次，累计引进工业项目 230 个，约定投资额
230亿元，到位资金 10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黔南州近年来重点培育的磷酸铁
锂产业，目前已成功招引规划总投资约 330 亿元，涵
盖磷系正极材料、三元正极原材料和电解液原料等项
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新增产能产值600亿元。

合力推动工业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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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福泉市马场坪工业园区瓮福化工公司
各生产线忙碌不停。

“园区有大大小小 40 余套生产装置，主要产品有
20多种。”据瓮福化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走精
细磷化工加工路子，以及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近年来
公司的产能和效益实现双提升。

就拿净化磷铵生产来说，历经 12年技术创新，瓮
福化工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的“第三代技术”微
反应萃取，不仅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萃取率也逐年
提升。自 2018年投用以来，产能翻倍，从 15万吨扩充
至30万吨。今年通过技术创新，产值将达到38万吨。

依托丰富的磷矿资源，黔南州大力发展现代化工
产业，形成了以磷矿采选、磷酸、磷肥、黄磷及相关
下游产品的结构体系，成为黔南的支柱产业。瓮福化
工公司通过千企改造提升产能和效益，可谓是黔南州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十三五”末，黔南州现代化工、新型建材、装备

制造、生态特色食品、健康医药、现代能源、电子信
息制造业七大优势产业总产值 1375.5 亿元，呈齐头并
进发展趋势，产业集群效应显著。

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黔南州在全省率先出台支持平台经济发展政策
措施，获批贵州省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引进并
培育神玥数字、明道信息科技、标准电机等一批骨干
企业，形成了软件信息技术服务、数据清洗加工、电
子信息制造等特色鲜明的数字经济产业。

生态特色食品作为黔南州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今年上半年全州 130户特色食品加工企业规模工业总产
值 93.3亿元，占全州规模工业产值的 13.1%，成为助力
乡村振兴、提升农业品牌、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

以做大产业规模和提质增效为目标，以推进项目
实施为重点，以龙头企业培育为抓手，黔南州不断夯
实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基础，初步形成工程机械、

能矿机械、机电设备、电气成套设备、汽车、机床等
产业体系。上半年，全州先进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
业达 138家，占全州规模工业企业总户数比重的 11.2%。

黔南州依托煤炭、光、水、风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现代能源产业。现有生产矿井 6处、产能 255万吨/
年，试运转矿井 1处、产能 30万吨/年。火电发电企业
1户，总装机 132 万千瓦；水资源可开发量 180 万千瓦
时，预计可开发量 270 万千瓦，现总装机 101万千瓦；
光伏发电预计可开发量 1700万千瓦，目前总装机 64万
千瓦。

作为黔南州的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新型建材产
业交出完美答卷，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13.9 亿
元，累计同比增长 15.5%，占全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30%。新增规模以上新型建材企业 25 户，水泥制造、
建筑砂石、石材等行业工业总产值均实现同比增长。

黔南州是贵州民族医药发展最早地区之一，目前
有规模以上企业 33户，占全省 23%。下一步，黔南将
依托中药材资源禀赋，壮大民族医药，不断健全产业
链条，做强中药材精深加工，积极发展药食同源产
业，培育发展化学药产业，创建健康医药知名品牌，
打造具有黔南特色的健康医药产业体系。

七大产业齐头并进

开发区作为贵州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承担着
改革发展和开放创新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黔南州先行先试不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
制改革，出台 《黔南州促进工业园区改革与创新发展
实施意见》，通过政务服务“放管服”改革，优化重组
部门审批服务流程，梳理形成“集成套餐服务项目办
事指引”，保障园区企业“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办事常态化。推进“主体三分离”改革，强化主责主
业，提升服务靠前意识，为园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

突出明确功能定位，将工业园区作为经济发展主战

场、工业发展重要载体，紧紧围绕发展经济的职能，着力
培育主导产业、着力为园区企业提供各种生产性服务和
生活性服务，为园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发展环境。

加快推动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助推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出台 《关于加快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从科学规划布局、明晰产业定位、强抓发展引
擎、壮大产业规模、推动智慧发展、实施循环发展、
强化要素保障、提升配套服务等方面发力，促进园区
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2020年，黔南州工业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凸显，总
产值由 2015 年的 1085 亿元增长至 1412.7 亿元，其中规

模工业总产值由 970 亿元增长到 1321亿元，占全州工
业总产值比重由89.4%提高到96%。

截至 2020年底，黔南州共有 6个园区产值规模突
破百亿，其中，龙里工业园区产值突破 300 亿元，黔
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惠水长田工业园区产值突破 200
亿元，贵定昌明经开区、瓮安工业园区和独山经开区
产值突破 100亿元。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为统揽，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把深入推进
开发区改革作为实施工业倍增行动的重要抓手。按照

“一园一主导”“一园一特色”要求，结合“十四五”
工业发展规划定位和各开发区区位特点、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环境容量等抓好首位产业、主导产业和潜
力产业的招商引资和项目培育，产业集群集聚的开发
区，必将成为黔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

园区发展全面提速

“十三五”时期，黔南州下大力度创新机制，搭建平台，千
方百计为企业谋发展，构筑工业高质量发展堡垒。

自2016年以来，黔南州坚持以深入推进“千企改造”作为推
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
州、县联动，多方施策，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朝着“信息化、绿色化、
集约化”方向升级改造，全州工业发展质量及效益稳步提升。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州共有 787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施“千企改造”，涉及项目 921个，已建成项目 864个，共完成投
资 613 亿元。累计 116 户企业被列入省级“千企改造”龙头企
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占全省的 10.4%。

工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技术创新。
为此，黔南州依托福泉西南环保城公司资源优势，大力推

进“政产学研用融”，联合共建“精细化工产业孵化园”，重点发
展节能环保、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目前，总投资 22.8亿元
的孵化园一期 480亩项目已开工建设，签约产业项目 15个，注
册企业9家，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60亿元。

与此同时，黔南州围绕“三中心三示范”建成创新平台 16
个，其中国家级平台 2 个，省级平台 14 个，预计今年将新增 3
个省级平台。创新平台的搭建，为黔南工业产业技术创新、转
型升级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州新型工业化有关精神，黔南州聚焦
在产业链上实现大突破，推行“链长制”工作创新，切实推进工
业高质量发展。

黔南州为推进“链长制”工作，成立了由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的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着力推动全州七大优势工业产业发展。

“链长制”的突破和创新，是在“链长”的人选上，打破以往由政府负责人
担任的惯例。通过选取有产业从业经历及在大中型企业或政府、园区从事
中高层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或省内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副高以上职称人
员担任“链长”。同时选取每个产业重点企业的负责人作为“链长”成员，企
业为成员单位。充分发挥企业与上下游产业间的沟通合作优势，形成共同
研究产业链“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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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黔南州工业发展势头强劲，累计完成产值
712.9亿元，同比增长 17.0%，七大工业产业均以两位数的增幅
快速发展。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黔南州提出
围绕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产业链条、项目建设、
平台支撑六个方面实现大突破，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统揽，以
新型工业化为抓手，以工业倍增为发展目标。到 2025年实现
规模工业总产值 3255 亿元以上，工业增加值 900 亿元以上，
完成工业投资3000亿元以上的目标任务。

那么，“十四五”时期黔南州开启工业倍增进行时的底气
何来？

答案是：大企业正在崛起、产业集群释放发展活力。
近日，笔者时隔一年多来到位于黔南州福泉市牛场镇双龙工

业园区的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竟然差点没认出来。
2017年，福泉市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

限公司入驻双龙工业园，发展钛-磷-硫-铁-锂-钙-氟全资源
循环利用耦合项目。2020年，该公司规划布局的年产 5万吨
钛白粉生产线投产。今年底，二期项目将投产，产能增加至 12
万吨。

据公司总经理谭川介绍：待占地 1400亩，年产 80吨硫铁
矿制酸、10万吨磷酸铁、30万吨过磷酸钙生产线全部投产后，
年产值将超过50亿元。

贵州胜威福全化工有限公司“十四五”时期的倍增发展，正是黔南州工
业倍增发展的完美缩影。

除了大企业的贡献值，产业集群集聚效应可谓是筑牢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一环。黔南州提出，到 2025年打造龙里、瓮安-福泉两个千亿级园区
和黔南州电池新材料基地，助推器正是产业集群发展。

譬如，作为黔南工业发展的“桥头堡”，2006年升格为省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龙里经济开发区，就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2020年，龙里经济开发区生态特色食品、健康医药、新型建材、装备制
造及机械加工四大产业产值分别完成 96.05 亿元、63.72 亿元、112.78 亿元、
40.29亿元，产值超过300亿元。

龙里经济开发区工业产业发展速度之快，正是在卡布国际、瑞和制药、雪花
啤酒、红狮水泥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形成完备产业链条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

此外，9月 27日，黔南州委、州政府将在第二届贵阳工博会期间举办黔
南州电池新材料产业基地招商推介暨产销对接活动。届时，将有 5个精细
磷化工电池新材料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200多亿元。

可以预见，这些新项目、大项目建成投产后，黔南州打造瓮安-福泉千亿
级园区和电池新材料基地，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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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县贵州瑞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线。. 卡布国际卫生用品产业园。.

贵州瓮安经济开发区一角。

（本版图片由黔南州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