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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五四战略 奋力推进一优两高

版面 /晓梅 校对 /心雅

一优两高：开发区在行动
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西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向着自己制定的目标前进：
2020 年，
“一优两高”在开发区筑牢基础；
2025 年，
“一优两高”在开发区取得显著进展；
2035 年，
“一优两高”在开发区全面实施……
当前，全省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开发区
有哪些新举措、新作为？将带来哪些新变化？近期，晚
报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持续为读者展示开发区“一优
两高”主题系列，带您看一个“不一样”的开发区。
前沿、精湛、高端……
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大工业园区，记者的
第一感受是：这是一个很“不一样”
的地方：
一幢幢厂房从外部看平常无奇，内里一处处智能
化设备、一个个小机器人却令人惊奇；一项项科技创
新、一个个专利走在全省甚至国际前沿，一些看上去不
起眼的小厂却有着 10 多项的创新技术，令人不得不赞
叹这里的企业“牛”；这里聚集着一支高素质的研发、技
术和管理团队，园区企业和集团公司拥有博士 200 余
人、硕士 800 余人、外籍专家 13 人……
这样的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你了解多少？
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忠实
践行“两个绝对”，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打造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开发区坚定不
移地走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生活之路，力争建设成为
新兴产业的聚集区、开放型经济的先行区、创新驱动的
引领区和高水平营商环境的示范区。坚持党的领导，
加快绿色发展，促进转型升级推进产城融合，当好落实
“一优两高”的排头兵。
晚报将以
“一优两高”
为主题，
紧紧围绕开发区经济
发展中心工作,对开发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凝心聚力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的新举
措、
新作为进行跟踪报道。晚报将以专题访谈、
看园区·
走进身边的高精尖、产业转型升级在路上等板块，带您
走进一个个园区，拜访一家家企业，通过调查、分析、走
进现场等多种方式，大篇幅、多角度地讲述园区的发展
与变化，
将一个个
“带露珠”
的企业故事讲述给读者。
“锂”想正从这里腾飞，电解铝在这里“涅槃”成为
蓝宝石，五彩藏毯由这里走向世界……今日，晚报走进
开发区“一优两高”主题系列报道，将和广大读者见
面。来，和我们一起，看不一样的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川工业园区！
（记者 小言）

一优两高：南川园区蹄疾而步稳
——晚报走进开发区一优两高主题系列报道之一
这里是打造“世界藏毯之都”的主阵 西宁未来拓展的主要方向和产业发展的
地，
集聚了全省90%的地毯绒纺企业，
出色 重要空间，
园区人正以热情高昂的奋斗精
地担当起西宁打造
“永不落幕的藏毯展会” 神，
鼓足干劲，
为青藏高原上再次崛起一个
大本营的角色。
每年从南川工业园区出发，“希望之川”
“发展之川”
努力着。
搭乘着一趟趟欧洲班列，
那些色彩鲜亮、
美
近年来，南川工业园区以习近平新
妙绝伦的藏毯飞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借助锂产业的迅速发展，全国最大 大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的比亚迪动力电池项目在这里安家落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四个扎扎实
户，一组组饱含科技含量的锂电池安装 实”重大要求为引领，大力弘扬“新青海
在比亚迪等多个知名品牌的新能源汽车 精神”，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扎实对标
上，清洁、低碳、动力强，新能源汽车的广 “两个绝对”具体化，积极开展“四个奔着
泛应用让“青海制造”
再次出了名。
去”大抓落实活动，加快园区产业基地建
推进
“一优两高”
，
南川工业园区蹄疾 设和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招商引资和重点
而步稳。
这个最年轻的工业园区，
已经成为 项目建设，
加大投融资力度和基础配套建

让南川园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火车头”
——专访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南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黄国俊
本报记者 小言

“锂”想正从这里腾飞，电解铝在这
里“涅槃”成为蓝宝石，五彩藏毯由这里
走向世界……
这里就是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
工业园区，正在全力向全国有重要影响
力的锂资源精深加工和藏毯绒纺基地进
军的开发区最年轻的园区。

精心打造青海地毯金名片
精心打
造青海地毯金名片

刘蕊 摄

“让园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火车
头’，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精神和‘一优两高’战略部署
时，这句话始终激励着我们园区各部
门、各企业前进。”黄国俊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我们将奋力推进‘一优两
高’战略部署，积极践行‘两个绝

对’，围绕生态优先、发展率先、精神
领先，坚持和加强园区党的全面领导，
聚力产业转型升级、园区产业体系建
设、产城融合、民生保障、依法治区等
重点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奋力开创园区
建设新局面。
（下转 A02 版）

比亚迪：
比亚迪
：为青海播高质量发展
“金种子
金种子”
”

青海圣源
青海
圣源：
：
“传统企业只有通过技改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青
海特色产业只有走有‘特色’的发展路才能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现在我们不仅实现了染色环节的环保节能，
更创新出了 17 色机织地毯，破茧重生让企业的订单不
断涌来……”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走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有力。一直以来，青海圣源地毯
集团有限公司以发展高质量企业作为奋斗目标，不断
探索创新，成功打造出了一张青海地毯的金名片。
【记者走一线】走进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的
展厅内，上百块颜色丰富、质量上乘的地毯及挂毯样品
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在高速织机的带动下，
一块块
色彩亮丽、
图案丰富的地毯让人眼前一亮，
爱不释手。
【企业谈发展】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我
省地毯行业的龙头企业，不仅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更
在技改工艺上不断寻求着新的发展。要想与国际接轨，
就要不断创新发展，为此圣源集团引进了 10 台高速织
机，一台织机每天的生产量就可高达 500 平方米，相当
于 5000 个工人一天手工编织的产量。新技术不仅大大
减少了人工劳力，也让机织地毯从原来的 6 色、8 色，发
展成现在的 12 色、16 色甚至突破到了 17 色。目前这些
运用 17 色编织的地毯已经搭乘着快车销往欧美等国，
成为青海地毯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记者 王瑞欣）

设，推进拆迁安置和民生保障，推进安全
生产和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截至 2018
年 9 月，
完成工业产值 68 亿元，
增长 9.7%，
完 成 工 业 增 加 值 21.81 亿 元 ，增 长
11.31% ，完 成 限 额 以 上 批 发 销 售 收 入
59.96 亿元，
下降 33.77%；
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37.78%。高新技术企业产值较上
年同期增长 40%，
高新技术企业产值比重
占园区全部产值的 56%，
对经济拉动作用
明显增强。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
园区有效
发明专利 71 件，专利申请量 265 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 37 件，占专利申请总量
的 14%。园区企业专利申请授权“提质增
量”
，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记者 樊娅楠）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比亚迪，改
革开放给比亚迪最好的礼物就是公平
的营商环境！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比
亚迪西宁南川动力电池工厂一期生产
项目投产下线，这契合了青海省委‘一
优两高’战略部署要求。”比亚迪总裁王
传福如是说。
青海正在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
的千亿锂电产业基地，这符合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四个扎

青海共建设三个项目，位于南川工业园
区的年产 12 吉瓦时动力锂电池生产建
设项目今年青洽会期间一期正式下线，
项目计划于 2019 年完成建设并投产，项
目达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余个。
据介绍，西宁南川动力电池工厂将
是全球智能化、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动力
电池工厂，生产效率领先行业 5 年以上。
整个生产过程，不仅有近百个机器人、
智能物流系统、AGV（无人搬运车）以及
MES 信息化系统实现产线的全面自动
化和信息化，且能够将全自动生产线的
硬件、软件实现智能互联。比亚迪的到
来，推动西宁乃至全省经济高质量发
黎晓刚 摄 展，让西宁距离千亿锂电产业基地的目
标又进了一大步。
扎实实”重大要求。奋力推进“一优两
在绿色发展上比亚迪积极贡献自
高”战略部署，进行新能源产业发展，既
己的力量。自 2017 年起，比亚迪累计向
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推动了经济发展。
西宁市、海东市推广新能源公交大巴
目前青海正大力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
178 辆，推广新能源出租车 93 辆，为青
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致
海人民提供高品质生活。（记者 小言）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扩大现有碳酸锂、
磷酸铁锂、锂电池企业产能，为比亚迪
等行业龙头企业创造了发展与互融的
平台。
自 2016 年青洽会签约后，比亚迪在

看园区
走进身边的高精尖

青海泰丰先行
青海泰丰
先行：
：

向百万辆电动汽车核心材料产业基地进军
向百万辆
电动汽车核心材料产业基地进军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
码，踏踏实实专注实业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根基。
”
“我们依托北京大学和在国外设立
的三个研发中心，紧紧围绕青海千亿元
锂电产业发展规划，全面打造新能源电
池行业全产业链布局。
”
“2022 年，将打造一个百万辆电动
汽车核心材料的产业基地。
”
……
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战略部署，实
现高质量发展，青海企业该怎么做？青
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给出了令人惊艳的答案。
【记者走一线】走进生产车间，记者
看到，一条条生产线都是全自动化的，
厂房里仅仅只有几个监测数据的工人，
但是机器的轰鸣声提醒我们生产线上
的繁忙。
【企业谈发展】泰丰先行是 8 年前第
一个在青海布局的锂电企业。目前已
成为盐湖锂资源开发、电动汽车核心材
料正极材料、隔膜、汽车电池研发生产
一体化的高科技联合企业。该公司采
用国内外先进的电池材料生产线，国内
技术领先，
全线自动化程度高。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创新就是解放生产力的钥匙。
“十
三五”期间,泰丰先行要将北京研发院
打造成钴酸锂、三元素、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研发基地；把美国硅谷研发院打
造成先进材料与电池系统的研发基
地，把欧洲研发院打造成先进工程技
术的研发基地，把日本大阪研发院打
造成隔膜与固态电池的研发基地。到
2022 年,将公司打造成百万辆电动汽车
核心材料的产业基地，让更多锂产品
的“出生证”上标明“青海制造”。
（记者 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