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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熊瑛） 近日，
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
布《昆明市轨道交通安宁线试验
段职教站土建施工监理项目》公
告，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
标。项目实施地点为昆明市轨道
交通安宁线安八大道中，项目实
施时间为 2018年 3月 1日至 2020
年 6月 30日。这标志着连接昆明
和安宁的城市轻轨快线将正式
投入建设。

据悉，昆明市轨道交通安宁
线线路全长 23.6公里，其中地下
线 8.6公里，高架线 13.5公里，地
面线 1.5公里。将计划按 120公里/
小时标准修建，项目通车之后，将
实现 25分钟从安宁市中心到昆
明主城。

安宁线共设 7 站，平均站间
距 3.9公里，其中地下站 3座，高
架站 4座。职教站位于安八大道

路中，沿安八大道呈东南、西北向
布置。

有关人士指出，轨道交通安宁
线试验段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安
宁市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
产业布局，增强交通承载能力，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安宁与
昆明主城区之间多方式、多方向、
多路径的联系通道格局，真正实现

“外联内通”。
据了解，在加快昆安一体化建

设进程中，安宁市计划投入 42亿
元提升道路交通综合网络，将启动
南环线、县街至安丰营、青龙至武
家庄等一批市域重点骨干路网建
设。同时，积极推进省级“井字型高
速公路”工程，进一步形成“四横三
纵”大交通格局；全力配合推动昆
楚城际铁路和东西快线轻轨工程
启动建设，争取“十三五”期间进入
轻轨交通时代。

安宁即将进入轻轨时代
首站点3月开建 通车后25分钟到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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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1月
12日，滇中新区骨架路网的重大工
程、标杆工程——空港大道（中
段）、嵩昆大道（一期）2条高标准市
政主干道举行通车仪式。

昆明市委副书记、滇中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何刚出席
仪式并宣布通车。

空港大道（中段）、嵩昆大道
（一期）是滇中新区东片区“六纵
四横”路网的重点工程，道路等级
为城市主干道，将承接嵩明、空
港、大板桥之间各组团的快速交
通联系，对于新区开发建设将发
挥重要作用。

何刚在致辞时表示，在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新区
开发建设步伐之际，按照省委省政
府关于新区“一年打基础、三年见
成效、五年大跨越”的总体目标要
求，新区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招商
引资、产业发展、环境营造等重点
工作，经过两年时间强劲发力，开
发建设不断呈现新成效、展现新面
貌。空港大道、嵩昆大道作为新区

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工程、标杆工
程，代表新区形象，关乎新区开发
建设大局、关乎老百姓民生福祉。

何刚指出，两年来，滇中新区
加快推进三年1000公里路网建设，
目前已累计启动综合交通项目180
个 847 公里，完成综合交通投资
392亿元。随着空港大道、嵩昆大道
等一批项目建成通车，新区新建成
道路已达68条325公里，这是新区
基础设施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标志着新区骨架路网初步成
网成型成体系，拉开了新区城市发
展的序幕。到 2020年，新区结构性
骨干路网完成率和组团之间主要
联系通道完成率将达90%以上，建
成区路网平均密度将达到 8公里/
平方公里左右，基本形成新区与昆
明、滇中城市群互联互通、共建共
享、配套完善、一体运行的现代化
综合交通网体系。

何刚强调，今年是新区“三年
见成效”的决胜之年。新区上下要
紧紧围绕中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从新区发展实际出发，在大
局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事
上作为，有计划有秩序有质量地推
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实。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加快推进新区建设，以实
际行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

左广、徐进、杨相来、和丽川参
加通车仪式。李树勇主持仪式。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作为
新区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空
港大道（中段）和嵩昆大道（一期）
两条主干道的通车意味着路网对
于片区的带动作用日趋凸显。记者
在通车仪式上了解到，今年新区还
将新增100公里建成通车道路。

按照《滇中新区综合交通网三
年实施建设规划》，2016年 8月至
2019年8月，新区将新建和续建综
合交通项目243个1140公里，匡算
总投资 1608亿元。其中，道路交通
项目 236个 930公里；铁路及轨道
交通项目7个210公里。

新区规划建设管理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两年来，新区已启动综
合交通项目 180个 847公里，占三
年路网建设目标的 74%，新区综
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 392亿元，实
现跨越式增长。其中，65 个项目
367 公里正加快建设，47 个项目
155公里正开展前期工作，68个项
目 325公里已建成通车，新区骨架
路网初步成网成型成体系。今年，
哨关大道、机场北高速等一批骨
架道路将建成通车，新增 100公里
通车道路，新区四通八达、便捷顺
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
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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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2017年的工作中，报告
指出，昆明市健全完善与滇中新区
的重大项目推进、投资分析联报等
工作机制，市区深度融合、协同发
展的成果不断显现。

其中，中铁电建大型盾构机等
28个亿元以上项目竣工投产。杨林
经开区、安宁工业园等产业园区稳
步发展。临空产业园、航空物流园、

汽车产业园、中关村·电子城科技
产业园等加快推进。

同时，商事制度“多证合一”等
改革走在全省全国前列。昆明综合
保税区（一期）投入运营。新开通昆
明至莫斯科等44条国内外航线、昆
明至德里等 6条国际全货机航线。
新增省级创业园区16个、众创空间
10个。健全以产业招商为主的招商

体制机制，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实
效性不断提升，引进世界 500强企
业 6家。这些工作中也都有新区的
身影。

安宁市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
城市，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明显提高，创建常态长效机
制逐步建立，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完成了昆明—滇中新区远景空间

发展专项规划编制。以“五网”为
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
昆新嵩、武易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地铁 6号线一期投入运营。启动城
市道路建设 102条，建成地下综合
管廊约 10公里，实施“海绵城市”
建设 25平方公里。在推进文明创
建、提升城乡品质方面，滇中新区
也有贡献。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近
日，滇中新区与盛世鼎元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该公司将
在新区建设年产 2000万台智能
手机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研发
生产基地。

据介绍，该项目投资额为 5
亿元，将建设年产 2000万台智能
手机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研发生
产基地。项目先期将在智能终端
产业园一期租用 4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研发生产以智能手机为主
的移动通信产品，产业链涉及手机
屏、电池、耳机、充电器、摄像头等，
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东南亚和非洲
市场。

“20年前我就在昆明做手机
批发生意，对云南有着深厚的感
情。”盛世鼎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邱昌赞表示，此前该集团在深
圳有通信技术公司，之所以选择
到滇中新区投资，除了优惠政策
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之外，主要是
看中新区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我
们的原材料运进来主要通过香

港，产品主要销往缅甸、越南、印
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市场。
现在长水机场已开通多条国际航
线，和香港的连接也很便捷。从新
区走陆路运输到东南亚也很方
便。在新区建厂可以省去二次物
流的烦恼和费用，重要的是可以
减少因重复装卸造成的损耗。这
种损耗一般会有 2%左右，累积下
来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据介绍，盛世鼎元集团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移动通信终端的研
发、生产、销售、手机配件出口贸
易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从
事通讯设备、通讯产品及智能终
端产品配件研发及销售。目前，该
公司为国外多家知名通信设备厂
商提供代生产、贴牌等服务，自主
研发生产的手机主要销往南亚东
南亚市场，在非洲、南美洲也有较
大的市场份额。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利于
加快滇中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有效促进产业链和人才聚集，为新
区的产品进一步辐射南亚东南亚
市场提供支撑。

新区引入
年产2000万台智能手机项目

本报讯（记者 赵丹青）随着
《昆明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正
式下发，标志着长水机场将由“国
家门户枢纽机场”向“国际枢纽机
场”转型。

从地理位置看，云南与东南
亚、南亚次大陆 17个国家接壤或
毗邻，与印度洋近在咫尺，地处
中国经济圈、东南亚和南亚经济
圈接合部。当前，昆明紧抓“一带
一路”倡议的机遇期，正全面发
力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打造
区域性国际综合枢纽，积极推动
各项利好政策落地，包括：食用
水生动物进境口岸、水果进境口
岸、国际通程航班、离境退税、长
水机场时刻放量、7×24 小时通
关、航油保税等。

2017年，长水机场共开通客
货运航线 358条，其中国内航线
280条，国际、地区航线78条，相比
2016 年分别增长 16.2%、16.7%、
14.7%。通航城市177个，其中国际
地区通航城市 51个，航线覆盖东

南亚10国、南亚5国、东北亚2国、
中东 1国、欧洲 2国、北美 2国、澳
洲1国，新增昆明至莫斯科直飞航
线，长水机场洲际航线数量增至 5
条，其中东南亚、南亚通航点达到
36个，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加速成形。

国际客运方面，长水机场
2017年共运输旅客 373.6万人，较
2016年的 295.3万人增长 26.5%；
国际货运量更是呈“翻番式”增长，
2017 年国际货运吞吐量 57549.1
吨，相比2016年吞吐量 24524.6吨
增长 134.7%。长水机场的国际化
脚步进一步加快，昆明正在成为进
出南亚东南亚的最佳航空港。

在机场连通性方面，长水机
场整体连通性排在北京、广州、
上海（浦东、虹桥）机场之后位居
全国第五 ，西南第一；境内中转
连通性更是仅次于北京和广州
排名全国第三，枢纽建设进一步
完善，国内机场“第四极”地位得
到进一步巩固。

南亚、东南亚通航点数量全国第一

长水机场向国际枢纽机场转型
昆明市委全会报告里说了哪些实在事

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
新区也将拿出硬措施
1月10日，中国共产党昆明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

记、滇中新区党工委书记程连元代表昆明市委常委会所作的

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奋力开创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的报告。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中，不论是总结2017年工作部分还

是部署2018年重点工作方面，都有滇中新区的声音。在市

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滇中新区可以透过这份

报告，从成绩中梳理出全力推进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的

可操作路径。报告对于工业产业优化升级、园区发展集约高

效、狠抓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成效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

也将指引新区实现跨越发展。

新区2条高标准市政主干道建成通车
两年新建成道路已达68条325公里

新区今年将新建成100公里道路

在安排2018年任务时，报告指
出，全市上下要紧紧围绕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奋力开创区
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其
中很多方面都与滇中新区息息相
关，有的地方还特别指明。

加快工业产业优化升级方面，
围绕中石油云南石化项目发展配套
产业，以产品结构调整推动化工产
业转型。支持冶金产业提高精深加
工能力，促进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
做大做强。加快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及智能设备等产业发展，促进高端
装备产业做高做新。以中药、民族
药、基因工程、新型疫苗等为重点，
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做优做深。

加快空港经济区临空产业园
项目建设，尽快形成 1亿台手机及
智能终端产业规模。推进智能制造
和“互联网+”行动，打造一批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努力创建“中
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促进园区发展高效集约方面，
进一步明确各园区功能定位，引导
项目对口入园，形成功能互补、主
导引领、关联配套、产业延伸、特色
发展的产业格局。健全完善园区科
学发展评价体系，把创新能力、产
业集群、品牌建设、规划实施、生态
环境、节约集约用地、投资环境、行
政效能等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引
导园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深

入推进昆明市与滇中新区融合发
展，合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
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多措并举狠抓项目建设方面，
提速昆明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中
心、京东方、东风云汽等重大项目建
设，抓好省“四个一百”项目，实施
320项市级重点项目、2376项固定
资产投资支撑项目，扩大有效投资。

提升招商引资实际成效方面，坚
持领导带头招商，不断提升招商队伍
专业化水平，紧紧盯住大企业、大项
目，推行专业招商、定向招商、精准招
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改进招商引
资考核办法，加大对合同履约率、项
目开工率、投产贡献率的考核力度，

推进签约项目真正落地投产。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方面，提

升昆明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
心建设运营水平，加快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创建等工作。

不断完善基础配套方面，全面
推进以综合交通为重点的“五网”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加快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加快长水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配合推进第二航站楼建设。

全 力 推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方
面，支持嵩明撤县设市，扶持嘉
丽泽等独具优势的特色小镇发
展壮大。

本报记者 喻劲猛

成绩 市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成果显现

部署 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这样操作

完成昆明—滇中新区远景空间发
展专项规划编制

工业产业优化升级：以产品结构调整促化工产业转型 稀贵金
属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高端装备产业做高做新 生物医药产
业做优做深 尽快形成1亿台手机及智能终端产业规模

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支持嵩明撤县设市扶持嘉丽泽等独具优
势的特色小镇发展壮大

园区发展高效集约：明确各园区功能定位引导项目对口入园
健全完善园区科学发展评价体系

提升招商引资实际成效：坚持领导带头招商推行专业招商、定
向招商、精准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改进招商引资考核办法

不断完善基础配套：加快长水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配合推
进第二航站楼建设

安宁市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

昆明市健全完善与滇中新区的重
大项目推进、投资分析联报等工
作机制

中铁电建大型盾构机等28个亿元
以上项目竣工投产

临空产业园、航空物流园、汽车产业
园、中关村·电子城科技产业园等加
快推进

1月18日～24日，安宁市、嵩明县和空港经济区内天气
以晴为主，气温预计为3℃～20℃，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注意
防寒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