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工业：锚定高质量 阔步新征程
牛波

一业兴，百业旺。
沧桑巨变，大江奔流。贵州

工业，挺立潮头。
工 业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主 导 产

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黄金十年”，贵州工业创造
了快速发展的十年。特别是在

“十三五”时期，在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工业凝聚
磅礴力量，阔步在高质量发展的
康庄大道上，跑出了加速度，取
得了巨大成就。

历史车轮驶入“十四五”开
局之年，贵州工业以新的姿态加
速奔跑，奋勇前行。

从召开全省新型工业化暨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到印发

《关于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奋力实
现工业大突破的意见》《关于推
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率先为全省新型工业化描
绘了新蓝图，指明了新方向。

吹响号角，拉开大幕。“十
四五”期间，贵州将紧紧围绕

“四新”主攻“四化”，以新型工
业化为引领，大力实施工业倍增
行动，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

征途不易，奋斗有成。
作为“黄金十年”的重要关键时期，解锁“十三五”

贵州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工业密码”，我们发现——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

略，坚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大力实施“双千
工程”，大力推进“万企融合”，振兴十大工业产业……这
些重磅举措皆是解锁“工业密码”的关键“钥匙”。

2016 年，我省正式启动“千企改造”工程，成为推
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点。众多传统工业
企业进行“退城进园”、技术改造，踏上了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的发展之路。实施“双千工程”以来，6000 余户
企业实施改造升级项目 7000余个，拉动技改投资近 5000
亿元。

2017 年，优化结构调整，增强发展后劲，推进技术
创新、抓好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抓好绿色工业发展等方
面，成为当年的重点任务。据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4304.80亿元，比上年增长9.5%。

2018 年，能源运行新机制、绿色发展基金支持、减
税降费等多重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全省支柱产业持续发
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产业链条不断拓宽，全省工业经
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效益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当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
2018 年底，省政府印发 《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

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要抢抓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
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深入推进“双千工程”，大力实
施“十百千万计划”，集中力量推动千亿级产业加快发
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10位领衔省领导高位推动，满怀激情抓工业，从政府
引导到要素保障，全方位凝聚起推动工业发展的强大合
力。2019 年，随着健康医药和大数据电子信息成功迈入

“千亿级俱乐部”，我省十大工业产业开启了崭新篇章。当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6%。

2020 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省工业战线集中力
量投入疫情大考，全力以赴稳住工业经济基本面，交出了
一份优秀答卷。这一年，负压救护车、核酸检测盒、护目
镜、防护面罩 （面屏）、防护服、隔离衣、测温枪等实现
零突破。这一年，采取超常规举措，率先在全国启动复工
复产，全力抓好“六稳”“六保”，推进“两直达”服务上
门、政策到家，开展 12 场十大工业产业“加强产销对
接 推进协同发展”系列活动，签约项目 102 个、金额
145亿元，有效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经过一年的“抢时间”和“补损失”，我省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50%，分别高于全国和西部
地区2.2和 1.8个百分点。

“十三五”是贵州工业史上极不平凡的 5 年，贵州
紧紧围绕三大战略行动，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工业
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结构趋优、质效提升、活力增强
的良好态势，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黄金十年”
快速发展。

这 5 年，全省工业经济平均增速 9%左右，继续保
持高于全国平均、高于西部地区的赶超态势。工业增
加值从 2015 年的全国第 25 位上升至第 21 位。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26%。创造性施行
磷化工企业“以渣定产”，2020 年当年磷石膏基本实
现“产消平衡”。大宗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率较 2015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

这 5年，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总产值占全省
比重分别达到 77%和 80%，较 2015 年分别提高 10个和 1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 47.7，位列全
国第 21位。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撑起全省经济

“半壁江山”。获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 家。
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直接
吸纳就业 16.9万人，带动就业 100万人以上。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5年，贵州工
业经济“基础大盘”越来越稳固、“时代特征”越来越彰
显、“绿色名片”越来越亮眼、“引擎动力”越来越强劲、

“融合程度”越来越深化、“新生动能”越来越活跃、“带
动作用”越来越凸显。

回首过往 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时间转眼进入了“十四五”时期。2021年，是这一时期
的开局之年。贵州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高质量
发展工业产业体系。

1月 14日，全省工业和信息化会议在贵阳召开，这是一
次对“十四五”全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动员大会、启动大会、
誓师大会。“全省工业战线将不负重托、狠抓落实、久久为
功，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新型工业化大突破。”

之后不到 2个月，3月初，全省新型工业化暨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这次高规格的会议，正式为新型工业化
高质量发展擂响了战鼓，吹响了冲锋号。

目标明确：奋力推动工业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技术
创新、产业链条、项目建设、平台支撑上实现大突破，为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路径清晰：抓主导产业、龙头企业、产业链条、园区建
设、要素保障、生态保护，聚焦聚力集群发展，奋力推动工业
大突破。

随即，作为推动实现全省工业大突破的动员令和施工
图，两个重磅文件也迅速出台——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工业倍增行动奋力实现工

业大突破的意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开发区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分别明确了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

时间不等人，机遇不能失。贵州以“坐不住”“等不起”
的使命感、责任感，迅速凝聚起抓高质量发展必须大抓工
业、抓大工业的生动局面和良好氛围。

今年以来，我省紧紧围绕“六大突破”全力以赴推进
新型工业化，紧盯“六大抓手”坚决实施工业倍增行动，
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增长、稳中提质、稳中增
效”的良好态势。

主要指标平稳向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5.2%，两年平均增长 8.1%，比全国规上工业两
年平均增速高 1.1个百分点，十大工业产业增速均保持两位
数以上。

十大工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十大工业产业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酒、煤、电、烟分别增长 21.2%、
20.3%、13.8%、1.6%，累计拉动全省工业增速约 11个百分点。

企业培育取得实效。截至 6月底，全省工业市场主体
达到 20.5万户，较去年同期增加 1.3万户左右。贵州航天电
子科技、达沃斯光电、振华华联电子等 10户企业获批国家

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工业投资势头强劲。上半年已完成工业投资 （含园区

基 础 设 施） 1727.73 亿 元 。 其 中 ，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9.6%，高于全国 3.4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16.2个百分点。

主战场作用更加明显。上半年，全省 100 个省级监测
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7.6%，其中 39个开发区
增速达 20%以上。开发区呈现出规上工业总产值占比、规
上企业占比双提高的发展态势。

招商引资聚焦产业链。上半年，全省新引进优强工业
企业 462家，工业招商新增到位资金 1606.6亿元，同比增长
20.1%，向上争取到3.19亿元资金支持。

要素保障不断强化。上半年，18家省直单位围绕工业
倍增，制定出台政策文件 17项。深入推动领导干部入企走
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覆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100余个。

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研究编制了《2021年贵州省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评价指南》，系统推进创建绿色矿山、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深入抓好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上半年全省
磷石膏综合利用处置率99.7%，同比提高 14.7个百分点。

下一步，贵州将全力以赴、科学有序推进工业倍增行
动，通过切实抓好挖潜增效，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大力度
支持企业，推动开发区大发展，持续抓好运行调度六大措
施，全力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再看今朝 新型工业化热力十足

“十四五”时期，贵州工业以新型工业化
为引领，聚焦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着力
夯实工业发展基础，努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新型工业产业体系，奋力实现工业大突破。

如何实施好工业倍增行动，奋力实现工业
大突破，贵州划重点：

——聚焦聚力产业集群发展。立足资源禀
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围绕高端补链、终端延链、整
体强链，加强协作配套，提高产业综合实力。

——着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发挥龙头骨
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和专业化水平，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坚持开发区主
要发展工业功能定位，推动要素资源向开发区
集聚，促进规范有序发展，加快推动各类开发区
转型升级。

——强化重大项目支撑。发挥重大项目建
设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作用，强
化招商引资扩大增量，加强技改升级优化存
量，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建立完善协同创
新机制，推进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运用，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增强核心竞争力。

——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转型。坚持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严格环保标准，推动清
洁生产，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升工业绿
色发展水平。

到 2025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要突破 2.8 万
亿元，工业企业达到 10万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突破 8000 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
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提升到 22%，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重提升到 1.8%，工业投资累计突破3万亿元。

依托现代能源、优质烟酒、新型建材、生
态特色食品、大数据电子信息、基础材料、现
代化工、健康医药、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等十大工业产业，打造“两区六基地”，即
世界酱香白酒产业集聚区、全国大数据电子信
息产业集聚区，全国重要能源基地、磷煤化工
产业基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基地、绿色食品
工业基地、中药 （民族药） 生产加工基地、高
端装备制造及应用基地。

经过五年努力，贵州工业将依托现有产业
基础，全力以赴推进“赶”和“转”，进一步
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产业
与产业之间的耦合共生、跨界融合、迭代升
级，创新培育形成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着
力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为主要支
撑的“两区六基地”，培育在国家新发展格局
中具有特殊地位、富有贵州特色、契合时代特
征的新型工业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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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电梯智能车间。

贵阳市观山湖区一装备制造业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操作全自动智能机器人按拟定程序作业。

尚宇杰 摄

小孟工业园区一角。

贵阳 （恒力） 产业园。 陈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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