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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总量稳步壮大，工业总产值突破 3000 亿元；一产增加值从
“十二五”末期的 129.9 亿元增加到“十三五”末期的 178.31 亿元，年均
增长 5.5%；连续 5年被评为“最佳避暑旅游城市”……

过去五年，“爽爽贵阳”魅力不断彰显，连续 3 年荣获“中国最佳表现
城市”，连续 4 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连续 8 年蝉联“全

国双拥模范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稳步前进，实现“十三五”圆满收
官、“十四五”良好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当下，贵阳贵安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攻点，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
主路径，努力建设成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排头兵，奋力谱写新
时代“强省会”新篇章。

新闻提示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过去五年，贵阳贵安经济实力大幅跃
升，地区生产总值达 4711.04 亿元，年均增
长 7.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2 万美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提高到426.68亿元。

吉利汽车及发动机、恒力产业园、比亚
迪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投产，宁德时代、
奇瑞汽车等一批引领性项目开工建设……贵
阳贵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民营
经济、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提
高到 21.4%、53%、47%。振兴商贸“百场
千店万铺”攻坚行动纵深推进，服务业增加
值突破2800亿元。

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贵阳贵
安打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10条，连续 5年被
评为“最佳避暑旅游城市”，旅游产业化综
合评价指数全省第一。市场主体突破 90 万
户，上市企业 49 家，实现全省科创板上市
企业“零”的突破。

“一品一业、百业富贵”发展愿景一笔
笔书写在筑城大地上。

全面小康成色更足

五年来，贵阳统筹“内”“外”两个战
场，探索形成一套脱贫攻坚“贵阳战法”，
在全省率先实现贫困人口“清零”，4.9万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1.2 万贫困
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过上新生活，助推全
省 13个贫困县51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贵阳
贵安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组织方式，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高标准
农田面积占耕地面积40%，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占比提高到 75%，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30 万亩以上。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43
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58%。林下经
济利用面积 122.5万亩、产值 107.6亿元。

建成“四好农村路”2300公里，683个
行政村污水得到有效治理，20 人以上农村
集中供水率、供电可靠率均超过99%，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向 30 户以上自然村寨延
伸，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90%以上，建
成人居环境示范村寨241个。

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多彩画卷正
次第铺展。

创新动能强劲有力

“云”出贵山之阳，“数”聚黔中大地。
过去五年，华为云全球总部落户；华为公

司全球培训中心开业；苹果云服务基地建成
投运；贵阳贵安成为聚集超大型数据中心；获
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贵阳贵安大数据企业突破 5000家，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年均增长 38.7%，电
子信息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9.3%，数字经
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40%，贵阳
市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成为首批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

政府数据开放水平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

列，实施大数据融合标杆项目 134个，规上工
业企业上云比例超85%，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
合指数达52。获批建设“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以大数据为引领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成为承
载全国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最多的城市。高新
技术企业达 1234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
长16%，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8.28件。

“数化万物、智在融合”正在贵阳贵安
各行业成为生动实践，大数据成为最靓丽的
名片。

生态优势持续彰显

在贵阳，抬头蓝天常在，远望满目苍
翠，低头碧水环绕，四处散发勃勃生机。

逐梦绿水青山，五年来，贵阳贵安全力
筑牢生态屏障——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修复，阿哈
湖城市“绿核”功能凸显，建成各类公园 1025
个，颗颗“绿色明珠”串成“千园之城”；

完成营造林 174 万亩、山体治理 1.2 万
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5%，空气质量优良
率提高到 98.9%，国控、省控河流断面水质
和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稳定保持在 100%；

新建污水处理厂 32 座，日污水处理能
力 达 227.6 万 吨 ，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率 超
98.5%；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南明河复
现水清岸绿的美丽景象；

城区垃圾分类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生
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达 2700 吨，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
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贵阳

贵安坚持走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之
路，全力推进绿色转型。五年间，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21.7%，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处置利用率稳定在98%以上，贵阳高
新区、经开区入选国家级绿色园区。磷石膏
利用处置实现产消平衡，装配式建筑占新增
建筑面积比例超过20%。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民生工作有温度，百姓幸福有着落。过
去五年，贵阳贵安民生福祉显著提升——

累计新增就业 94.2万人，城乡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3876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迈上 2万
元台阶，达到 20565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之比缩小至2.13；

推进机关单位公共体育场馆向市民开放，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2.31平方米，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占常住人口数38%以上；

百校攻坚全面完成，新增学位 14.3 万
个，新建、改扩建学校 163个，基本消除中
小学大班额；

百院攻坚成效明显，累计新建、改扩建
公立医院 （卫生院） 222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标准化率90%，每千人床位数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过去五年，贵阳贵安地区生产总值达 4711.04亿元，
年均增长7.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万美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提高到426.68亿元。
工业经济、民营经济、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分别提高到21.4%、53%、47%。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43家。
大数据企业突破5000家。
实施大数据融合标杆项目134个。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34家。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5%，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到

98.9%。
累计新增就业94.2万人。
新增学位14.3万个。
累计新建、改扩建公立医院 （卫生院） 222所。
建设“三感社区”45个。

相关数据

“强省会”谱写新篇章
——贵阳贵安经济社会发展蹄疾步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何欣

抬头望蓝天，低头凝碧水。
顺着七彩湖公园木栈道，年过六旬的刘立带着小

孙子在散步。“家住在湖边的小区，开窗见景、出门游
园，生活在这儿很幸福。”她说。

坐落在白云区艳山红镇白云村的七彩湖，属麦架
河支流高山河上游，途经大山洞片区、铝厂片区、大
川白金片区 3 个区域交汇地段，流域面积约 5.14 平方
公里。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工
业污水、生活垃圾顺流而下，湖内不仅有淤泥，水面
还布满各种污渍，被戏称为‘七彩湖’。”刘立说，起
风时，感受到的不是清凉，而是一股难闻的味道，窗
户都不敢打开。

除臭去污，还清水于民。
2017年，白云区委、区政府成立七彩湖综合整治工

作专班，开始“挂图作战”，以“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

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化、景观打造”为宗旨，启动七彩
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2019年，七彩湖生态公园正式
开园，占地面积 10.8万平方米，生态景观用地约为 8.6万
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4.7万平方米。

清水，还能“亲水”。
有了七彩湖生态公园，刘立经常带着小孙子散

步，有时看到白鹭、水鸭子等游弋徘徊，“晚上，人更
多，有的跳舞、有的慢跑……”从黑臭水体到如今颇
受欢迎的生态景观带，不论是七彩湖，还是沿线居住
的市民，都经历一场华丽转身。

享受生态赋予的幸福，更知道保护生态的重要。
过去五年，白云区新建 3座污水处理厂，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全区城镇生活污水日处
理 能 力 提 升 至 15 万 吨 ， 城 市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98.5%；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达85%以上。

水清景美幸福来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唯

3 月 11日，在贵州供销贵电商物流有限公司乌当
区农产品集配中心，快递小哥龙飞扫描包裹信息码，
入库后，包裹将转运至各乡镇分拨点。另一边，公司
一楼大数据展示平台上，实时滚动当天快递揽收、派
件等数据信息。

针对农村快递数量增多，但收发地点分散、距离
远等问题，贵州供销贵电商物流公司以县域快递物流
大数据平台为基础，以物流信息管理 ERP 系统为支
撑，聚焦阻碍农村电商发展的痛点问题，实施快递下
乡工程，搭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有效打
通农产品上行“最先一公里”和工业品下行“最后一
公里”。

公司行政总监卢尧介绍，公司整合圆通、中通、申通
等近 20家快递、物流公司物流资源形成集聚后进行再
次分拣，平均每天揽收快递 2万余件，快递处理工作量
非常大。而县域快递物流大数据平台可实时进行数据对
接转换，实现物流快递“不同品牌统一管理”“多元信息

统一集合”“同一路线统一配送”，最终搭建派件“分散
进、统一配”和揽件“统一收、分散发”的科学、合理、高效
配送体系，实现资源共享共用。

“揽件环节，以往县级物流中心揽收员需要到各快
递公司现场根据包裹上贴的单面信息进行揽件，然后再
手动录入系统，不但效率低，还容易出错。现在，通过县
域快递物流大数据平台，揽件员可提前掌握当天应揽收
的快递总量、物品类别、配送区域等，2人 1个班次就完
成揽收，缩减流通环节，实现乡镇快递 24小时内送达，
村级快递72小时内送达。”卢尧说。

目前，贵州供销贵电商物流有限公司建成 1个农
村物流市级运营中心，白云区、乌当区、开阳县、清
镇市等 6 个县级运营中心，百余个乡、村物流分拨
点，整合 200余个农村电商服务站和供销社农村经营
网点，延伸配送服务到村，实现从县城到乡镇再到村
寨的三级农村物流配送。累计辐射农村近 50万人，快
递下行数量达80多万件，激发农村地区消费潜力。

智慧物流进乡村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高伟

点“数”成金，依托大数据先发
优势，眼下，贵安新区各大智能制造
企业全力推动数据资源变现。

在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贵
州云上鲲鹏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云上鲲鹏”） 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
其职，经过装配、测试和包装等工序
后，一批批服务器和台式机完成组
装，并顺利下线。

云上鲲鹏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向
静介绍，“兆瀚”云上系列服务器从芯
片、主板等零部件全部实现国产自主
研发，已在“贵州高考阅卷系统”“贵阳
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国产数据库应用项
目”“贵州省贵州智慧航空口岸大数据
项目”等数十个项目投入使用，为教
育、金融、交通、政务等领域提供算
力支撑和信息安全保障。去年，云上
鲲鹏实现 7万余台智能硬件设备生产
销售目标。

企业快速成长，得益于贵安新区
对大数据“土壤”的深耕。作为国家
大数据 （贵州） 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自成立以来，贵安新区大数据产业一
路高歌猛进，集聚动能。

数据中心积聚成势。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三大运营商及华为、苹果、腾讯等 14 个大型数
据中心汇聚贵安七星湖板块，成为全球聚集大型数据
中心最多的地区。

大数据产业生态加速构建。华为大数据产业基
地、浪潮大数据产业基地、国致科技机器人产业基地
等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也在形成规模化聚集。

电子信息制造业迅速崛起。云上鲲鹏、富士康、
宁德时代、恒力集团等智能终端制造企业落地发展。
当前，在新国发 2号文件等政策支持下，一批批具有
引领性的企业和突破性的重大项目不断涌入贵安。

贵安新区大数据局副局长禄涛介绍，下一步，贵安
新区将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枢纽节点
建设，重点发展跨区域算力调度、算力协同，探索云算
力服务新模式。打造云基础设施底座，赋能行业数字化
转型，解决政府和非互联网企业数据及应用上云等需
求，打造稳定可靠、安全可信、可持续发展的云服务。预
计到2025年，云服务产业规模达7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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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随着花溪区民主路与花
阁路交叉口改造提升工作加快推进，
以往的传统商业街大变样，一条集游
览、消费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步行
街雏形初显。

花溪区民主路与花阁路交叉口是
花溪区十字街新型城镇化暨“三改”
示范项目的核心区域，其改造提升过
程处处彰显花溪区“三改+旅游”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思维——既保
持生活休闲功能，又凸显旅游特色。

“我们计划在此建设展示中心，
一楼规划特色旅游商品展示区，二楼
将用于学习、接待以及花溪‘一圈两场
三改’成果展示，大楼外部将打造 3D
大屏，供市民游客打卡留念。”项目业
主方贵阳花溪筑城城市建设运营有限
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付益捷介绍。

目前，十字街整个项目现场每天
有 700 余名工人坚守作业，路面铺
设、雨污管线铺设、飞线入地等主要
工作基本完成。

沿着民主路往前穿过桂花巷，是花溪人熟悉的河
滨路步道。为方便市民游客休闲通行，项目方将原有
的地砖换成更舒适复古的青石板，并对步道绿植及亮
化等配套进行更新。

“我们邀请专业团队进行文创设计，对步道沿路
酒店、店铺外立面等进行统一改造，并以花溪当地特
色美食为灵感，在步道将原有的京都酒店、行知书城
及溪畔酒店作为重点建筑进行提升改造，让游客吃得
开心、逛得舒心、玩得开心。”付益捷说。

花溪区十字街新型城镇化暨“三改”示范项目共
涉及 30 条背街小巷、8 个老旧小区组团、3 个棚改
区。随着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目前完成80%，有望在
5月 1日前完成改造提升工作，成为花溪区着力打造
的靓丽的风景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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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贵阳高新区大数据产业生态示范基地，
市民参观大数据企业展区。 通讯员 石照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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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生态农田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生态农田。。 （（乌当区委宣传部供图乌当区委宣传部供图））

开阳县禾丰乡布依古寨喜迎游客。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狄良军 摄

吉利汽车焊装车间。 通讯员 张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