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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恒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装配式建筑PC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贵州恒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是安顺市政府为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产业升

级转型的政策号召，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由山东明达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在西秀
产业园区投资注册，为安顺市首家装配式建筑PC构件生产基地。

贵州恒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占地面积为8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为57000平方米。布置有两条120混凝土生产线、三条墙板生产线、三条叠合板生
产线、三个钢筋及楼梯生产车间、六个2400平方米的构件堆场（总投资1.5亿元，固
定资产投入1亿元）。全厂六条生产线年产量达15万立方米PC构件，可为30%预
制率的150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工程提供PC构件，年产值达5亿元，为贵州省目前
规划规模最大的装配式建筑PC构件生产基地。

》》》贵州煜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塑胶模具与五金模具生产建设项目
贵州煜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投资约8000万元，厂房面积

9600平方米。计划员工人数100人，是一家集塑胶、五金模具设计制造、精密零件
加工、注塑成型及精密五金冲压于一体的专业模具厂。项目分三步投资，全部建成
后年可创收1亿元，年总成本8100万元，年销售税金及附加150万元，年利润总额
1750万元。建设内容及规模：第一期注塑成型及相关检验设备已完成，已投资
2000余万元；第二期，模具加工制造，计划投资3000万元。第三期，冲压成型及自
动化，计划投资2000万元。

该公司拥有一支稳定且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可独立设计、加工、制造及生
产各类BTB塑胶五金模具及配套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通讯、马达、航空、军
工类连接器、精密电气及5G信号基站建设。

》》》贵州泰富实业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优质高铝不定型耐火材料及精加工项目
贵州泰富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成立，占地面积160亩，总建筑面积4.8万平

方米。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总投资2亿元，项目分三期建设完成。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4亿元，企业实现利润3000万元以上，年上交税
金1000万元，解决当地就业岗位300多人。

该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利用平坝当地丰富的铝土矿资源，通过引进先进工艺
和技术，经过精加工和深加工，实现矿产资源就地转化，产品用于高铝不定型耐火
材料、新型陶瓷研磨材料、柔性研磨材料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完全可以替代国
外同类产品。

项目建设现已投入建设资金1.1亿元，第一期项目建设预计今年10月基本完
成，现在公司边生产边建设，2019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000万元(其中出口创汇约
300万美元)，利润约400万元，上交税金约260万元，公司现有员工120人。

》》》康命源（贵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高性能聚合物管道系统项目
康命源（贵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成立，注册资金1.03亿元，员

工总人数210人。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拥有50名高学历、高水平的科
研技术人才。已申请相关技术专利35件，其中发明专利10件；授权专利22件，其
中发明专利3件，技术实力雄厚。

该公司年产5万吨高性能聚合物管道系统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5000万
元，从项目实施至今，设备投资全部完成，已到位13条生产线，其中方管生产线5

条，波纹管生产线5条，塑钢缠绕管生产线3条。
该公司主要生产各类复合管、导管、合金管、给水管、城市综合管廊系统等产

品，广泛应用于市政给水、市政排水排污、海绵城市、综合管廊、农村雨污分流等领
域。近几年来公司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额均呈快速增长趋势，公司营销网络遍布四
川、重庆、安徽、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区域，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具特色和影响力
的塑料管道系统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2019年4月，康命源公司产品埋地用改性高密度波纹管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的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证书（评估结果：国际先进）；同
时被列为2019年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2019年1月，康命源公司主编
的《埋地用改性高密度聚乙烯（HDPE-M）双壁波纹管材》通过了CECS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评审会议。

为保持康命源（贵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康命源与国家复合改
性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科院贵州绿色化工与先进材料研发中心联合
建设康命源高分子研究院，通过产、学、研合作，使康命源的新材料研发有了源源不
断的改性技术更新和技术保障，成为高分子新材料领域自主创新的典范。

》》》贵州国电南自智慧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数据中心及科技孵化中心项目
贵州国电南自智慧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要从事大数据、云计

算和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产业。公司在经开区投资建设了贵州（安顺）数据中心
及科技孵化中心，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近30亩，分两期进行，项目一期已投资
6亿元，建成了18000平方米约1200个6KW-8KW高密机柜、可容纳22000台服
务器和实现数据存储量超40EB的IDC云数据中心和“智慧安顺”数字体验馆。目
前一期所有项目均已接近收尾阶段，预计于11月底开始对数据中心进行整体负载
测试，随后即进入运营期。该公司数据中心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引入多家战略合作
伙伴，引进IT、ID高端人才约一百余人，提供约500余人的就业岗位，年营业额约3
亿元左右，年缴纳税收约3000至5000万元人民币。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扩建2万吨/年硫酸钡副产1万吨/年硫化钠
项目及高辣度辣椒种植、萃取深加工项目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上证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0367），属
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0余项、国际专利20余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项。
公司主营碳酸钡、硫酸钡、氯化钡、硫磺、硫脲和硫化钠等无机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
的生产、销售。公司具备成熟先进的钡盐系列产品制造能力，主要产品碳酸钡经过长
期积累，总体产能和产量位居全球同行业第一。

扩建2万吨/年硫酸钡副产1万吨/年硫化钠项目于2018年9月破土动工。项
目总投资10610.5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9947.38万元，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累计投入资金8439.278万元。项目计划2019年9月底竣工试车，达产后可解决80
人就业，年可新增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实现利税1800万元。

为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号召，该公司在镇宁自治县实施了“高辣
度辣椒种植及萃取深加工项目”，项目总投资3.8亿元，年产能1600吨辣椒油树脂、400
吨辣椒红色素及其他副产品10000吨，由集团子公司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子公司于2018年5月成立，集研发、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新产品
开发为一体。2018年种植高辣度辣椒近1万亩，带动1600多贫困户、近7000余人
参与。

一个个大项目落地生根、强劲发力；一项项新技术进入车间、引领先进……如今的安顺，产业

经济加速崛起，发展效能稳步提升，“工业强市”战略对经济的引领作用正在日益凸显！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继续实施“工业强

市”战略。全市工业战线紧紧围绕“保持整体进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总目标，牢牢抓住“工

业增加值、工业投资”两个关键，着力加强“企业服务、要素保障、融合发展”三项重点，2019年以

来，全市工业运行总体平稳，呈现“稳中有进、质量提升、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

第五届贵州第五届贵州（（安顺安顺））国际石博会展览大厅国际石博会展览大厅 记者记者 杨允平杨允平 摄摄

今年 1至 7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同比增长10%，高于全省平均增速水平0.2
个百分点，排位全省第 4，排位与上半年持
平。在建 5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174个，计
划总投资811.8亿元，累计完成123.75亿元，
完成工业技改投资37.53亿元。

全市投资额1亿元以上在建产业投资项目
87个，总投资603.8亿元，完成投资75.7亿元。
绿野芳田“菜单式”产业扶贫综合示范区绿色
蔬菜深加工建设项目、百灵制药颗粒制剂车间
改造项目、汇科电器真空断路器及高低压成套
设备生产线二期建设等11个项目建成投产，百
灵制药苗药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国内GMP与国
内申报标准的质量体系及生产线改造项目、华
润水泥日产4500吨水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技改工程项目、红星发展扩建2万吨/年硫
酸钡副产1万吨/年硫化钠项目、红星山海生物
科技年产1600吨辣椒油树脂、400吨辣椒红色
素等项目正有序建设。

全市大数据电子信息、清洁高效电力、基
础能源、现代化工、装备制造、特色轻工、新
型建材、基础材料八大重点工业产业完成总
产值37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到 98.6%，有效支撑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西秀智能终端产业园签约进驻企业40
余家，已投产企业32家，规模化发展初步形
成，全市大数据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增长，
增加值增速达到21%。

全市全口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3.54 亿元，同比增长 109.47%，占目标任务
110.63%；500 万口径软件业务收入 3.48 亿
元，同比增长146%，占目标任务124.53%；电
信业务总量129.83亿元，同比增长97.5%。政
务数据“聚通用”大力推进，目前“安顺彩云”
平台拥有4400GHz计算能力、20000G内存、
PB级安全存储，承载了煤税大数据、旅游大数
据、军民融合、园区管理、智慧党建、智慧城管
等系统，实现31个部门和8个县区3073个数
据目录梳理和20多万条数据上架，数据资源
池不断扩大。融合应用不断加强，全市860余
家实体企业参与融合测评，涌现出中航贵飞、
风雷航空、黄果树智慧旅游等7个省级融合标
杆项目，绿野芳田、锦程铝业、成威科技等85
个市级融合示范项目。积极打造5G应用试
点，安顺电信、安顺移动公司各建立了1个5G
示点基站，安顺联通公司建立了2个5G示点
基站。

贵飞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 薛峰 摄

风雷氧业高压氧仓 记者 薛峰 摄

贵州固达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 薛峰 摄

今年1至7月，全市实施“千企改造”工程企业
68 个、涉及项目 78 个，占全市规上工业企业
18.3%，完成投资43.6亿元。其中，中航贵飞、安大
航空、贵州百灵、安顺铝业等7家企业纳入“千企改
造”工程省级龙头企业，红星发展、华兴玻璃、翰瑞
电子等7家企业纳入“千企改造”工程省级高成长
性企业。绿野芳田“菜单式”产业扶贫综合示范区
绿色蔬菜深加工建设项目等27个项目已获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等省级部门专项资金6068万元；康
命源管道、汇景纸业、锦程铝业、牛来香、国塑科技
等企业获省工业绿色发展基金支持5800万元。今
年以来，市“中小企业创业贷”审批委员会共审批中小
企业“创业贷”27笔，发放贷款10760万元。安顺煤
矿、轿子山煤矿、西秀宏发煤矿成功申报中央煤层气
开发利用补贴资金2292万元。

园区转型升级卓有成效。全市园区累计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90.95 亿元，占目标任
务的 55.95%；完成 500 万元以上投资 100.05 亿
元，占目标任务的 62.53%；园区招商引资签约资
金 65.8 亿元，新增签约到位资金 20.79 亿元；园
区累计建成标准厂房 148.77 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入驻率 97.45%；完成税收 19.84 亿元，新增从
业人员 8502 人。

煤矿提质增效平稳较快推进。全市煤炭生产调
度量完成395.88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780万吨的
50.75%；合同内供应电煤169.5万吨，完成全年合同
量400万吨的42.38%，其中供应安电137.4万吨。煤
炭税收共计入库2.31亿元，同比增收3400万元，增长
17.46%。全市煤矿目前已有39个取得兼并重组实施
方案批复；已有39个煤矿取得技改实施方案批复，已
完成技改煤矿2个，已完成技改建设进入联合试运转
煤矿1个，正在技改建设煤矿3个。

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着力抓好运行调度。以“两快两表”的形式（电
煤快报、工业生产快报、重点用电企业日调度表和工
业经济运行三级联动日调度表）,对煤、电、油、高载
能企业和全市工业运行基本面进行调度，及时掌握
运行情况。

强化电煤保障供应。建立书记、市长挂帅电煤保供
工作群，主要领导亲自调度，部门加大督导力度；发挥煤矿
税费大数据管理平台作用，掌握煤炭源头产量、煤种分类
和运输路径等，有效提升了电煤保供、煤炭税费征收管理
水平。截止目前，安顺电厂存煤达到27.5万吨，较去年同
期增加19.7万吨，够四台机组满发20天用量。

强化停产减产企业调度。对全市规模以上停产工
业企业情况进行排查梳理，成立7个工作组，包片联系
指导7个县区开展停产减产企业复产增产工作。同
时，参照市领导领衔推进重点工业产业联系分工，由对
应市领导领衔推进停产减产工业企业复产增产工作。

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
至7月，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411.6亿元，同比增
长16.48%，完成全年市级目标任务数（600亿元）的
63.32%。

积极推进项目申报。全市组织申报民营中小企业
类项目43个，目前已有8个项目获得750万元专项资
金支持。抓好培训工作，组织开展“贵州省星光培训工
程”培训班，共计培训人数180余名，为民营经济中小

企业发展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大力实施“专精特新”工
程，全市共向省级推荐43家企业，安顺市中小企业服
务中心的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获“贵州省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称号。

着力抓好企业服务。为促进重点企业发展和重
点工业项目推进，由21名市领导定点联系帮扶100
户重点工业企业，12个市直部门定点联系帮扶64户
重点企业，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存在问题，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印发《市领导领衔推进重点工业产业工作方
案》，分别由8名市领导领衔推进大数据电子信息、清
洁高效电力等八大产业，指导帮助产业稳增长、调结
构、促升级、增效益。

抓好电力直接交易。积极组织安大航空锻造、台
泥水泥等24家重点用电企业与省内火电发电企业或
售电公司签订直供电协议，1至7月份完成交易电量
15.2亿千瓦时，降低企业用电成本9132.3万元；积极争
取黄果树铝业、百灵集团、三力制药、锦程铝业等49户
企业享受电价政策支持，减免电费2238万元。抓好银
企对接，组织召开全市重点企业政银企融资对接会，截
止目前，“创业贷”放贷金额达10760万元。

下一步，我市将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全力
抓好八大百亿级工业产业振兴行动，进一步抓好工业
企业、工业项目增量培育，确保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达到10%左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措施保障有力服务到位

经济指标平稳较快增长

20192019年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展示年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展示

20192019安顺航空产业发展论坛安顺航空产业发展论坛 记者记者 杨允平杨允平 摄摄

第五届贵州（安顺）国际石博会展区 记者 杨允平 摄

贵飞工业生产的鹞鹰无人机贵飞工业生产的鹞鹰无人机 记者记者 薛峰薛峰 摄摄

西秀科技产业园区西秀科技产业园区 记者记者 薛峰薛峰 摄摄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20192019年我市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年我市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古宇古宇 李丽莎李丽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