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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土壤” 。 没有

好的环境，招不来商、引不来资。

云岩区将进一步在简政放权上做 “减法” ，下

更大力气简化行政审批事项， 实现彻底的流程再

造；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一站服务” “集成套

餐” 等便利服务， 实现 90%以上的涉企审批事项

“一次办成” ，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100%，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减少至 60 个工作日，

开办企业注册登记时间缩短至 1 个工作日；进一步

在强化监管上做“加法” ，对影响营商环境的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在强化帮扶上做“乘

法” ，坚持从难点、痛点入手，真心实意帮扶经济，

开展企业大走访、政策大落地活动，坚决兑现帮扶

企业、降费减负等政策措施，让企业享受到真金白

银的支持；在问题短板上做“除法” ，深入推进“不

能说不行” 改革，整治窗口“乱象” ，彻底解决“吃

拿卡要”“踢皮球” 等突出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云岩区将保护

好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进一步擦亮生态底色，更

加坚定地守好两条底线。 保护好云岩的“绿水” ，全

面实现辖区河流除臭变清，尽快建成贵医、六广门、

松山等 7 个再生水厂，对黔灵湖、小关湖、金钟河等

重要水体加强长效治理。 守护好云岩的“青山” ，守

护好黔灵山脉、环城林带，加强公园绿地建设，扎扎

实实提升公园的品质，增加市民群众休闲生活的空

间。

“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高水平开放、高

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 ”

云岩区将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

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教育名区,建设国内

一流的健康名区，建设国内一流的文化名区，建设国

内一流的宜居名区。 下大力气扩大就业，保障辖区低

收入群体的稳定就业，吸引优秀大学生、各类人才在

云岩就业创业。

同时，云岩区将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加强社

会、安全、金融等领域的风险防范，为高水平开放营造

安全稳定的环境。 全力抓好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违法建筑、征地拆迁、信

访维稳等领域背后的黑恶势力。 建好人口管理、视频

运用、合成作战的三大平台，深化“网格化接处警” ，

提升街面防控能力。推动“两严一降”取得更大进展，

实现禁毒工作社会化。

风劲帆满图新志 砥砺奋进正当时

———云岩区努力建设全国一流、全省领先、全市示范的现代化新云岩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

中，实干，是云岩人对新时

代的回应。

过去一年，云岩区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加快

推进基本现代化建设为统

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城市开发建设和棚

户区改造为重要抓手，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加快打造公平共享

创新型中心城市核心区，全

区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交上

了 一 份 人 民 满 意 的 答

卷———

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830 亿元 ， 增长

10.5%， 总量继续保持全省

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6.13 亿元，增长 5%；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16 亿元，

增长 9.5% ； 财政总收入

185.49 亿元，增长 10.14%；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完成 35958 元， 增长

9.1%……

一组组数据，无不展示

着云岩区过去一年的丰硕

成果，见证着云岩区过去一

年的砥砺奋进。

近期召开的市委十届

五次全会，明确提出云岩要

当好开放发展 “领头雁” ，

打造国际化高端消费品工

贸并进示范区。新的历史起

点上， 云岩区将紧紧围绕

“一品一业、 百业富贵” 发

展愿景，引领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持续跃升，加快高

水平开放， 推动中高端制

造，促进中高端消费，推进

高质量发展，当好高水平对

外开放“领头雁” ，打造国

际化高端消费品工贸并进

示范区，为建设公平共享创

新型中心城市核心区奠定

基础， 努力建设全国一流、

全省领先、全市示范的现代

化新云岩。

A� 实施“工贸并进” 战略 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

工贸并进，就是坚持供给和

需求两侧发力，制造和消费相互

促进、齐头并进。云岩区将“两条

腿” 走路，建立以中高端制造、中

高端消费为主的开放型产业体

系。

在推动中高端制造方面，云

岩区将大力扶持工业企业发展，

帮助企业融化市场的 “冰山” 、

削低融资的“高山” 、跨越转型

的“火山” ；加快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传统产业

“老树发新芽” ，让医药、印刷、

食品、 水电气这四大 “工业支

撑” 更加有力；重点推进大健康

医药制造，加强对益佰制药等重

点企业的扶持，与贵医附院等优

质医疗机构合作，发展医养结合

的大健康产业， 到 2021 年，“大

健康 + 医药” 产业总产值达到

70 亿元，建成全省重要的大健康

产业集聚区和增长极；加大创新

支持力度，鼓励辖区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

出一批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新

产品， 培育一批真正叫得响的

“云岩制造”“云岩品牌” 。 在三

年内，力争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达到 80 亿元， 技术市场交易

额超过 25 亿元。

在促进中高端消费方面，云

岩区将着力释放消费潜力，抢抓

消费市场升级的历史机遇，发挥

5 万人 / 平方公里的人流优势，

通过中高端消费品供给，推动云

岩市场向中高端消费、改善型消

费加快升级； 着力建好消费载

体，引进一批知名卖场、打造一

批特色街区、 布局一批顶级名

店，在人民大道、未来方舟、三马

片区布局中高端消费购物中心、

进口商品 O2O 体验店； 加快推

进万达广场、 益田假日广场、万

科新都荟和 SKP 购物中心等商

业综合体建设，聚集打造一批中

高端消费品卖场；大力推动阳明

祠历史街区、文昌阁历史街区规

划建设和改造升级，在市西路布

局欧洲产品店，让新市西路商圈

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同时，云岩区将坚持“市场

引领、 贸易先行” ， 引入古德雷

根、老佛爷百货、巴黎春天等国

内外知名商贸品牌，支持盒马鲜

生、日本“食其家” 等新消费业

态发展壮大， 推动商贸业的模

式、格调、品牌实现脱胎换骨；着

力培育消费市场， 强化商旅联

动，加快打造一批国际、省际旅

游业合作线路，进一步拓展东北

亚、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推

动旅游业持续井喷增长，到 2021

年全区旅游总人数突破 3000 万

人次， 旅游总收入突破 1000 亿

元；着力发展对外贸易，鼓励国

贸、星力等大型商贸企业从事进

口贸易，加快走向全国、走向海

外，努力培育一批本土知名企业

和跨国公司，吸引外贸企业在云

岩设立总部和展示中心，把云岩

建设成为全省对外贸易的总部

基地。

B� 实施“产城互促” 战略 构建开放型空间体系

产城互促， 就是要实现好

“以产带城、以城促产” 的目标

追求。 云岩区将按照 “中优、西

拓、东进、北延” 的总体思路，形

成 “一核三片” 的产城空间布

局，推动城市的扩容提质。

在做好“中优” 上，云岩区

将以轨道交通和人民大道为主

动脉，发展地铁经济，形成新的

消费市场和开放平台， 打造全

省最好的中央商务区， 重点发

展总部经济、高端商务、投资性

金融、 科技研发以及文化创意

等中高端服务业； 加快形成

“一带五区” 的产业布局：一带

为沿人民大道、 中华路的商务

金融发展带， 五区为城市综合

服务区、都市文化服务区、信息

科技服务区、 商业休闲旅游服

务区、特色商业发展区，让老街

区激发新活力， 让老城区形成

新动力；重点发展好楼宇经济，

加快制定出台支持楼宇经济、

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力

争让税收上亿元的楼宇在 3 年

内达到 40 栋以上，形成“一个

楼宇就是一个产业” 的发展模

式。

在着力“西拓” 上，云岩区

将在西片区打造现代经济体系

先行区。 云岩区将通过三马片区

的开发，把三马片区这个贵阳的

几何中心，真真正正变成联接周

边区域聚合发展的 “城市中

心” 。将推动“大三马” 的建设作

为打通城脉的关键，打造新都市

的标杆，建设成为能够代表未来

省会城市形象的新型主城，形成

“一核、两翼 、一带 ” 的产业布

局，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的产业布

局模式， 重点发展中高端制造

业、大数据应用、工业研发设计

等产业。

在加快“东进” 上，云岩区

将以延安东路延伸线建设为突

破，以东山片区棚户区改造为重

点，拓宽城市发展空间，提速中

心城区与东片区融合发展。 大力

打造滨河文化休闲体验带，以未

来方舟为主体，南明河 7 公里岸

线为主轴，形成集休闲、文化、度

假为一体的滨河文化休闲体验

带。 加快建设贵阳世贸中心、东

懋中心、贵州歌剧院，布局万豪、

丽思卡尔顿等高端酒店,扩大方

舟戏台、越界影城等文化新地标

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大力发展旅

游休闲、国际商务、生活居住、教

育文化等特色产业，将东片区打

造成为西南首席滨河城市名片，

成为消费商业休闲时代的成功

典范。

在推进“北延” 上，云岩区

将在北片区打造智慧康养区。 云

岩区将依托毗邻综保区和贵阳

北站、贵阳东站的优势，形成连

接综保区和老城区的贸易通道

枢纽和服务业聚集区，建设第一

流的智慧产业中心；高水平规划

水系、山体，合理设置蓝绿空间，

呈现出见山见水、城绿交融的云

岩画卷； 打造康养产业发展集

群，重点发展“养老、养心、养生、

养子” 产业，形成黔灵山———小

关湖生态旅游景观带，配套建设

国际化学校、国际化医院、国际

化酒店，让北片区成为“黔灵毓

秀” 的集中体现。

C� 实施“平台打造” 战略

构建开放型平台体系

建好平台， 开放才有载体，

要素才能聚集。 当前要重点打造

好三大平台：把实体平台打造成

为开放合作、参与区域竞争的主

要载体，把招引平台打造成为开

放引领、 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

把人才平台打造成为长远发展、

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云岩区将以“两路一园” 为

重点，“两路” 就是人民大道和

数博大道、“一园” 就是三马都

市产业园，打造云岩特色的实体

开放平台。 把人民大道打造为云

岩开放发展的“窗口” ，完成人

民大道（云岩段）沿线飞山街、

紫林庵 、交易巷、龙泉巷 、江西

村、人民剧场等 6 个地块棚户区

改造。 以人民大道为重点，以点

拉线、以线带面，构建“鱼骨状”

商业街区，发展轨道经济，形成

新的商圈，把人民大道建成贵阳

最繁华、最有名的街区，布局最

好的业态， 聚集最好的品牌，成

为云岩开放发展的靓丽 “窗

口” 。 把数博大道作为激活三马

片区开发的重要引擎，围绕将数

博大道打造成为“永不落幕的数

博会” 的目标，让数博大道（三

马段）成为三马片区的“城市封

面” 。 按照国际化、高端化、智慧

化的定位， 在数博大道 （三马

段）沿线，重点布局现代生产性

服务业， 拓展大数据应用场景，

加快产城融合，实现三马片区与

新老城区错位发展、 协同发展，

把三马都市产业园建成内陆开

放型的产业园区。

以招商引资为突破， 云岩区

将聚焦政策设计，在用好“招商十

条”的基础上，出台“安商十条” ，

制定完善“指向清晰、普惠性强、

受益面广、重在服务” 的招商引资

政策体系， 形成云岩特色的对外

开放政策体系；聚焦招商任务，引

进省外到位资金、 实际利用外资

总额保持 12%左右的年均增长速

度，每年引进两家以上国内外 500

强企业，3 年内引进 3 个以上的中

高端制造产品； 聚焦沿海发达地

区、聚焦“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

聚焦东盟等重点区域， 绘制好云

岩的 “招商地图” ， 形成云岩的

“招商网络” ； 聚焦招商方向，始

终将实体企业作为招商的重点和

关键，编制《中高端制造、中高端

消费招商指引》， 明确 “一品一

业、百业富贵” 招商路径，瞄准行

业龙头、 跨国公司、“隐形冠军”

企业、“独角兽” 企业，加快实现

中高端制造链式和集群发展。 聚

焦招商载体，将人民大道、数博大

道、三马产业园、未来方舟、市西

路作为全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

将楼宇作为企业落户的主载体，

推进产业集聚发展。

与此同时，云岩区将抓好人

才引进工程、 人才服务工程、人

才培育工程“三大工程” ，用好

省人才博览会、“黔归人才” 计

划等平台和政策，简化人才引进

程序，做好“一人一策” ，到 2021

年， 引进 200 名以上高层次人

才、 引进 10 支以上省部级专家

领衔团队；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联

系服务专家和优秀人才制度，对

引进人才在薪酬待遇、 住房安

置、子女就学、医疗保健等方面

给予优先保障，在数博大道等区

域建设人才小镇， 实现特殊人

才、特殊政策、特殊支持；大力实

施名医、名师、企业精英人才、产

业领军人才、国际化人才培养计

划， 在 3 年内建成 10 个人才培

养基地，人才总量继续保持全省

首位，高层次人才在人才总量中

的比例达到 20%以上。

D� 实施“环境提升” 战略

构建开放型环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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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城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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