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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商务部认定

的首批 13 个国家加工贸易产业

园名单公布， 位于贵阳综保区的

贵州省贵阳市加工贸易产业园榜

上有名。

贵州省贵阳市加工贸易产

业园的承接地位于贵州首个综

合保税区———贵阳综合保税区，

占地总面积 10.83 平方公里，所

处区域物流便利，由铁路、轨道

交通、高速公路、市域快铁等构

建起立体物流交通网络。 今年 4

月，根据商务部印发的《关于开

展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申报认

定工作的通知》， 在省商务厅、

市商务局指导下，贵阳综保区按

照要求准备申报材料，经专家组

初评，贵州省贵阳市加工贸易产

业园被推荐作为全省唯一获得

答辩资格的单位。 最终，该产业

园从全国 20 家参评单位中脱颖

而出。

下一步， 贵阳综保区将充

分发挥贵州省贵阳市国家加工

贸易产业园的平台作用和海关

特殊监管区的功能政策优势，

严 格 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要 求 ， 以

“强省会” 行动为引领，进一步

加强园区规范建设和管理，切

实提升园区绿色发展水平，提

升保税特色产业发展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 加强与东部地区的

产业对接， 承接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 努力形成以电子信息制

造、进境粮油加工、先进装备制

造为首位产业的加工贸易发展

集聚区， 力争打造全省乃至中

西部地区最具特色的国家级产

业园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

近五年来，贵州省加工贸易

发展迅猛，累计完成加工贸易进

出口额 101.36 亿美元， 贵阳市

累 计 完 成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额

32.58 亿美元。其中，贵阳综保区

累 计 完 成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额

20.67 亿美元， 占贵州省加工贸

易进出口额的 20.39%，占贵阳市

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 63.45%，成

为贵州省、贵阳市发展加工贸易

产业的重要区域，有效带动了区

域经济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观山湖区人民政府

新政务大厅 8 月 2 日投入使用

以来， 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效能，

目前共进驻 43 家单位 （含公共

服务企业）、260 余名干部职工，

928 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

实现“一门服务”“一窗办理” 。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

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构建

“一门服务、 一网通办、 一次办

成” 的服务型政府，观山湖区委、

区政府按照贵州省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要求新建政务大厅。

新政务大厅位于观山湖区石

林西路与七号路交叉口， 使用面

积约 11800 平方米， 共三层。 其

中， 一层主要功能定位为 “便民

服务区” ， 二层主要功能定位为

“利民服务区” ，负一层主要功能

定位为“为民服务区” 。

在推进“数字政府” 建设方

面， 新政务大厅以大数据手段为

支撑， 在各楼层均配置无声排队

叫号系统、电子行为监控系统、自

助服务一体机、云桌面自助电脑、

“好差评” 系统平台、效能评价系

统等智能化综合管理平台， 通过

多渠道的服务模式、 多样化的服

务方式、多角度的服务样式，提升

广大办事群众和企业的体验。

为实现政务服务精准化，新政

务大厅按需设置不同窗口类别，设

置两个 “企业开办一窗通办” 专

窗，让原本需要跑 5 个地方才能办

理的业务在一个窗口即可办结，解

决企业开办“多头跑” 的问题；设

置 5 个不动产登记窗口，力争做到

一窗即可办结涉及不动产方面的

所有业务；设置 5 个惠企政策服务

专窗、1 个招商引资代办窗口。

在 “全省通办”“跨省通办”

方面，大厅设置“全省（跨省）通

办” 专窗，梳理“跨省通办” 事项

64项。

在限时办结和一次性告知方

面， 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度和一

次性告知制度，截至 9 月，大厅线

上线下受理业务 105 万余件，全

部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截至目前， 新政务大厅共办

理业务事项 64769 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科学

技术厅公布 2021 年度中央引导

地 方 科技 发 展 资 金 拟 立 项 项

目，共 41 项。 其中，高新区 8 家

企业的 8 个项目获批，获立项资

金 780 万元。

此次高新区获批的项目有贵

州联建土木工程质量检测监控中

心有限公司的 “基于机器视觉的

建构筑物安全检测技术的研究” 、

贵阳高新数通信息有限公司的

“基于 BOES 开放引擎的数据分

析关键技术在招投标领域的创新

应用”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有限

公司的“精密、低噪运算放大器系

列成果开发” 、贵州长通电气有限

公司的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低压

配电技术研究及应用” 等。

近年来， 高新区高度重视上

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有关工作，

及时向企业传达最新政策， 鼓励

企业积极申报项目， 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及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下

一步， 全区将继续做好科技计划

申报政策的宣传、 咨询、 解答工

作， 引导和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和

项目申报的积极性， 对关键技术

攻关、科研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

化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

据了解，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

发展资金是中央财政用于支持和

引导地方政府落实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和科技改革发展政策、

优化区域科技创新环境、 提升区

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资金，由省科技厅、省财

政厅、 财政部贵州监管局共同组

织专家对全省申报项目开展评

审，择优立项并予以资金扶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雯文）

贵州省贵阳市加工贸易产业园

获评“国家级”

本报讯 9 月 29 日， 修文

县 2021 年 9 月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举行，集中开工重点项目

12 个，总投资 11.55 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 12 个项目

是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 号

智能分拣及转运中心项目、贵州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实心胎扩建

项目、贵阳铸仁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5 万吨精密铸造砂扩建项目、

修文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久

长办公楼项目、修文县燃气有限

公司燃气应急设施智慧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泰禧生态养殖场生

猪养殖项目、修文城镇污水管网

及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贵州省危

险废物暨贵阳市医疗废物处理

处置中心扩建工程、修文工业园

区生 态环 境 提

升改造项目、殡

仪 服务中 心 建

设项目、县档案

馆和司法业务用房及林业局物

资仓库建设项目、大木村宜居农

房改造项目。

从行业来看，此次开工的项

目中，制造业项目 3 个，总投资

2.84 亿元；城市建设项目 1 个，

总投资 0.28 亿元； 农林牧渔项

目 1 个，总投资 0.06 亿元；基础

设施项目 1 个， 总投资 0.29 亿

元；生态环保项目 3 个，总投资

5.86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 3 个，

总投资 2.22 亿元。从产业来看，

一产项目 1 个， 总投资 0.06 亿

元；二产项目 3 个，总投资 2.84

亿元； 三产项目 8 个， 总投资

8.65 亿元。

（郭朝洪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周芸）

修文县集中开工 12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 11.55 亿元

观山湖区新政务大厅着力提升便民服务效能

928项服务事项实现“一门服务”“一窗办理”

高新区八个项目获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支持

9 月 23 日， 贵州中瑞丰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州中瑞丰泰）传来好消息，在贵

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贵人服

务” 的坚实保障下，企业研发的

可穿戴式器件微型电池进入送样

阶段。这意味着，一旦样品被企业

鉴定通过， 贵州中瑞丰泰就能投

入生产。

研发之路道阻且长，除智力支

撑和财力支持外，贵州中瑞丰泰取

得的成绩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为了让企业心无旁骛搞研

发，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主动

为贵州中瑞丰泰量身定制“贵人

服务” ，全力以赴、创新手段，推

进项目落地建设并尽快投产。

从 2020 年双方首次对接，到

贵州中瑞丰泰母公司———广东瑞

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层决定

落户经济区， 只用了 14 天。 这期

间，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多种交

通方式一站式“零换乘” 无缝衔接

的交通区位优势、优质高效的服务

让广东瑞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高层作出落户决定。

2020 年 6 月， 贵州中瑞丰泰

签约落户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投资总

金额 41 亿元。 按照协议，贵州中

瑞丰泰主要投资建设可穿戴式器

件电池研究院及生产基地， 主要

为世界一流客户提供技术研发及

产品生产。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生产力，

更是竞争力。 为确保企业顺利建

设，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主动

帮助解决了供水、 供电及环评等

相关事宜。 贵州中瑞丰泰总经理

鄢德育曾感叹， 经济区是少有的

从上到下具有尊重投资者、 服务

投资者、 保护投资者浓厚氛围的

合作对象。

有了“贵人服务” 的坚实保

障， 贵州中瑞丰泰科研团队一心

一意搞研发，最终攻克技术难题，

研发的可穿戴式器件微型电池性

能和品质均在同行业中全球领

先， 技术专利至少领先全球其他

厂商两年， 突破了此类型电池技

术和专利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我们攻克了微电池防爆性技

术，目前只有我们能做。 ” 鄢德育

说。

据介绍， 国外可穿戴式器件

微型电池外壳厚度多数是 150 微

米， 而贵州中瑞丰泰研发的同类

型产品是 75 微米；国外可穿戴式

器件微型电池的循环寿命多为

300 次到 400 次，贵州中瑞丰泰的

产品是 600 次； 相比国外同类型

产品， 贵州中瑞丰泰电池的蓄电

能力提升了 25%……这意味着贵

州中瑞丰泰研发的电池更轻、容

量更大、安全性能更高。

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

委会一对一的“定制服务” 下，贵

州中瑞丰泰生产车间 40 天便达

到生产条件。 而鄢德育曾预计车

间装修最快也需要 3 个月至 6 个

月时间。

要进入贵州中瑞丰泰生产车

间，必须穿特殊材质的外套。“生

产中一是怕粉尘，二是怕水。 车

间里是无尘生产环境，同时保持

室内 25℃恒温。 ” 贵州中瑞丰泰

设备副总王举说，车间还需要保

持恒湿。 因此，为防止嘴里呼出

的气体影响生产，进入车间的工

作人员都得戴上口罩。 为了防止

手汗接触到原材料，生产线上的

一线工人还必须戴上手套或者

指套。

据王举介绍， 生产线从调试

到试生产，再到达到稳定水平，至

少需要半年时间，因此，从入场开

始到现在，企业一直在调试设备，

现在终于进入送样阶段。

为确保企业顺利投产， 贵州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主动帮助企

业招工，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招

到足量工人。 同时，派驻专人到

厂房及时了解需求，主要领导一

周一调度项目进度，协助解决相

关难题。

按照规划， 贵州中瑞丰泰项

目计划在 2026 年之前全部建成

投产， 预计年产值 100 亿元。 如

今， 百亿年产值的蓝图已经缓缓

展开： 贵州中瑞丰泰投资 4 亿元

建设的一期项目已基本完工，主

要生产可穿戴式器件微型电池。

满产后， 产能每天达 30 万只，预

计年产值 15 亿元。 “二期项目启

动后， 量产基地以及动力电池生

产基地将在 500 亩建设用地上拔

地而起。 ” 鄢德育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罗凤琴

本报讯 9 月 23 日，记者从

南明区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中

心获悉， 今年以来， 该中心以

“抓服务、抓培训、促创业、强援

助” 为抓手，全力稳住就业基本

盘，推动全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

在抓好企业服务方面，中心

通过企业服务专员定期收集企

业的用工岗位信息，强化监测预

警， 及时提供公共就业服务，鼓

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相

关政策补贴。 今年以来，已走访

企业 700 余家，发放创业场所租

赁补贴 1464.57 万元，发放企业

吸 纳 高 校 毕 业 生 社 保 补 贴

230.23 万元， 全区城镇新增就

业 29411 人。

在抓好技能培训方面，中

心全力落实终身职业培训制

度，深入推广“订单式”“定向

式 ” 培训模式 ，组织辖区各类

劳动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今

年以来 ，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383 人次、 企业职工培训 955

人次。

在促进创业引领方面，中心

鼓励高校和社会力量新建或利

用现有场地，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促进创业。 目前，南明区各级创

业孵化基地累计入驻实体企业

639 家， 带动就业 2046 人。 同

时，组织举办南明区首届“创业

训练营” 。

在强化就业援助方面，中心加

大就业动态监测力度，建立人员台

账，实行动态管理，持续抓好重点

群体的就业创业帮扶。 今年以来，

共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

100余场，为各类重点人群提供就

业岗位 9万余个，为 4万余人次提

供就业创业服务。

（王健 杨婷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强化“四举措”

稳住就业基本盘

本报讯 9 月 29 日，观山湖

区金阳街道 2021 年秋冬精品主

题游活动启动。

本次活动以都市旅游为核

心，将持续到 10 月 30 日。 活动

期间， 金阳街道将联动辖区各

特色旅游文化企业、商业板块，

充分利用国庆长假，开展“金质

生活·玩转金秋” 系列活动，让

广大市民及游客吃得称心 、住

得安心、购得舒心、玩得开心。

围绕此次活动， 金阳街道制

作了“玩转金秋” 宣传片和“玩

转金秋” 图鉴，介绍辖区吃、住、

购、玩等方面的优质店铺；联合各

大平台博主，通过“金质生活·玩

转金秋” 游记进行推介引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金阳街道———

启动秋冬精品主题游活动

“贵人服务” 托起企业创新高度

———贵州中瑞丰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抢占行业制高点背后

本报讯 9 月 29 日，记者走

访经开区时发现，部分路段车辆

违规停放现象严重。

在星河路与淮河路交叉口

的斑马线两端， 停有不少电动

车， 对行人通行造成一定影响。

在星河路进入淮河路的右转车

道上，停放有两辆机动车，严重

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在长江路的西秀小区东门，

记者看到， 入口道路上有 3 辆机

动车停放。 该道路为双向两车

道，进出车辆较多，路边还有“消

防通道 禁止占用” 的标识。

在长江路的乐街小区里，

记者看到， 该小区内占道停车

的情况严重。 在迎春园和桂花

园之间的道路上， 双向通行的

两车道两侧均停有机动车 ，过

往车辆只能在道路中间通行。

在兰竹苑西门的人行道上，也

停有大量机动车， 行人只能从

机动车道上通行。

在珠江路黄河社区一侧临

街门店的人行道上，停有许多三

轮车和电动车， 几乎将长约 50

米的人行道占满，行人无法在人

行道上通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伟）

经开区部分路段有车辆违停

本报讯 9 月 16 日以来，乌

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新

天城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进

行巡查管控和集中整治，重点整

治乱停乱放等乱象，进一步规范

车辆停放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的

市容环境。

整治过程中， 执法人员采取

不间断巡逻与查纠、 教育与处罚

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加大对乱停

乱放车辆的查处力度。 在执法过

程中， 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 讲解乱停乱放的严

重性以及对他人造成的危害。 截

至目前， 共劝离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上人行道侵占市政设施违章行

为 291 起，批评教育 5 人。

下一步，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将组织执法人员在城区重点路

段、人口密集街道对不文明交通行

为进行集中整治，对乱停乱放的车

主做好说服教育和政策法规宣传，

引导广大市民文明出行、 规范停

车， 自觉做文明交通的守护者，为

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专项整治机动车乱停乱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