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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宝鸡高新区召开党

工委会议，传达学

习市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精神，安排

部署学习贯彻工

作。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

杨旺余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

级干群要把学习贯

彻市委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的重要政治

任务，分级分类迅

速抓好传达学习会

议精神，推动重点

领域、重点工作实

现新突破，促进高

新区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会议强调，高

新区要抓好招商

引资，争取项目资

金，坚持全员招商，

加大宣传推介力

度，邀请客商实地

考察，在谈项目持

续跟进；要在“高”

“新”上求突破，围

绕“高精尖”大力发

展新技术、培育新

业态，加快高铁新

城、科技新城建设；

同时，还要聚焦民

生改善，持续提高

群众幸福指数。

高 新 区 党 工

委、管委会班子成

员，各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及各镇党委

书记等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李一珂

本报讯 近日，宝鸡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挂

牌成立，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唐

立军为宝鸡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揭牌。

宝鸡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挂牌成立，是消

防救援大队改革一年多来的成效，也是积极推

进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

践，对于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

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在挂牌仪式上，高新区消防

救援人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揭牌

仪式后，唐立军一行察看了抢险救援装备，参观

了图书室、活动室，了解了消防员的日常训练和

生活情况。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及消防救援人员、政府专职消防员、

消防文员参加了挂牌仪式。          （张蓉）

本报讯 近日，宝鸡市东阳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负责人和公司员工，来到高新区钓渭镇，为贫困

群众送去棉衣棉鞋，让他们温暖过冬（见上图）。

当天中午，满载棉衣和棉鞋的大卡车到达

钓渭镇政府物资发放点，镇上 16 个村的代表依

次签字领取慰问物资。当天共发放棉衣 324 件、

棉鞋 734 双。钓渭镇自开展“村企联动· 聚力

同行”村企结对共建活动以来，镇政府牵线搭

桥，努力促成企业、村集体、贫困户多方协作、互

惠共赢。此次捐赠活动是宝鸡市东阳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积极响应脱贫攻坚号召，向贫困群众

献爱心。                          （张蓉）

钓渭镇：

爱心企业送温暖

宝鸡高新区
消防救援大队挂牌

——宝鸡高新区 2019 年亮点回眸之“发展”篇
本报记者 李一珂

书写发展新篇章

企业生产现场

回眸
年2019高新区高楼林立

高新区夜景如画

项目建设繁忙有序

激光产业在高新区发展迅速

高新区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工人正在调试生产设备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高新区城区更加美丽

汽车零部件生产现场

吉利汽车整车生产线

2019 年，是宝鸡高新区强力

发展的一年：各个项目建设现场

热火朝天，条条大路延伸拓宽，

一座座新建筑拔地而起；无数个

“宝鸡制造”被运往国内外。

2019 年，是宝鸡高新区逆

势而上的一年：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预

计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784 亿

元，同比增长 7%；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197 亿元，同比增长

11%。被省科技厅表彰为火炬

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连续五年

荣获国家高新区园区宣传领先

奖，钛及钛合金产业被国家发

改委授予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

群称号……

2019 年，宝鸡高新区用拼

搏和实力，交上了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

招大引强

突出“补链、延链、强链”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手。高新区要发展，离不开大

项目、好项目。2019 年，高新区围

绕特色优势产业，坚持工业项目

与民生项目“齐头并进”的招商引

资思路，提前布局全业态，招商

引资取得骄人成绩。

高新区积极实施“走出

去、请进来”战略，依托进博

会、陕粤港澳经济合作周等

重大节会，加强宣传推介，围

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行

精准招商。

2019 年，第四届丝绸之

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

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以下简

称丝博会) 期间，宝鸡高新区积

极推介、精准招商，组成了由主

要领导带队的招商团，他们积极

觅客商、抓信息、推项目，针对汽

车及零部件、钛及钛合金、高端

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瞄准“补

链、延链、强链”精准招商。据统

计，丝博会期间，宝鸡高新区签

约 6 个项目，包含汽车门框密封

条总成生产线项目、稀有金属

高端装备制造工业园项目、应

急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等，

总投资达 47.5 亿元。其中，高端

装备用钛及钛合金制品全产业

链项目拟在高新区科技新城建

设，总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熔炼厂房、快锻厂房、机

加工厂房、仓库、综合办公楼及

与之相配套的公用动力辅助设

施。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钛

合金铸锭 2000 吨、钛合金棒材

2000 吨、钛合金管材 1000 吨的

生产能力。

高新区还坚持走绿色发展之

路，变招商为选商，紧盯高科技、

新业态产业和关联度高、带动能

力强的企业，吸引了钛及钛合金

航空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大产

业项目，提升了“中国钛谷”的品

牌影响力。

据统计，2019 年，高新区实

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344 亿元，引

进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43 个。

项目建设

火力全开跑出“加速度”
华天科技半导体产业园、中

铁电气化科技产业园、高端装

备产业园四期标准化厂房、法士

特—伊顿轻卡变速器等一批重

大产业项目，目前均已建成。前

不久，法士特第

900 万台变速器顺

利下线，中铁宝桥重

载高锰钢辙叉生产线

投产，高新区不少重点项

目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

的“火车头”。

2019 年，高新区提前谋划

了 35 项重点工作，并实行领导

包抓、专班推进等举措。为了让

重点项目快速推进，助力高新

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新区管

委会及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协调

会、督办会，帮助项目方和企业

破解建设难题，帮助他们解决

项目落地的一系列手续问题

等，为项目建设“保驾护

航”，全力以赴跑出了

“加速度”。 

记 者 了 解 到，

2019 年，高新区以

“项目建设年”为

主抓手，逆势而上

上项目，千方百

计扩投资，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 108 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全市排

名靠前。 

项目的有力推进，促使高新

区主导产业蓬勃发展。2019 年，

高新区出台了支持钛及新材料

产业加快发展的十项优惠政策，

设立 20 亿元的产业发展引导基

金，落实税收减免、财税贡献、企

业融资、厂房租赁、高管人才奖

励等支持政策，推动钛产业集群

化、园区化、高质量发展。拓普汽

车饰品生产基地、地通汽车零配

件生产基地二期等汽车产业项

目依次落户高新区。截至目前，

高新区钛及钛合金产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 251.8 亿元，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35

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 59 亿元。

科技创新

新动能迸发新活力
创新力量，是高新区经济发

展的有力保障。2019 年以来，高

新区不断加强体系建设，使得科

技创新活力迸发，助力高新区又

好又快发展。

记者从高新区管委会获悉，

为了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高新区

发展的强大动力，高新区自上而

下贯穿“创新力量”，积极搭建孵

化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加大产学

研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19

年，高新区新增省级众创空间 1

户，累计建成国家级孵化器 3 户，

新增孵化面积 3 万平方米，新增孵

化企业 35 户，为更多科研创

新人士提供了发展沃土。

2019 年，高新区还促

进一批创新中心在此落户。

比如，国家高校技术转移中

心西北区域创新中心在高

新区挂牌运行，宝石机械

油气钻井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实验室通过国

家认定，陕西省智能纺织

装备研究院获批省级校

企共建新型研发平台，

建成轻合金材料及数

字化智能铸造技术创

新中心。同时，高新区

全年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65 户，占全市的

85%；新增瞪羚企

业 2 户，累计已有

22 户企业入选国

家瞪羚企业库。

此外，高新

区通过举办2019

中国钛年会暨

钛 产 业 高 峰

论坛、中国钛

谷国际钛产

业 博 览 会、

第十三届全

国激光加工

产业年会暨

宝鸡激光产

业发展大会

等 盛 会，促

进 产 学 研 合

作，推动成果

转化。据统计，

2019 年高新区

申 报 专 利 1494

项，其中发明专

利 463 项，技术合

同登记额 9.3 亿元，

排在全市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