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标：今年，新区要完成已规划
的综合交通投资228亿元，统筹推
进100个基础项目建设，力争新建
通车里程100公里，三年累计通车
里程达 425公里，加快构建立体
化、国际化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新区这么做

新区规划建设管理部：牵头完
成骨干路网项目投资41亿元，重点
围绕三年路网规划建设总目标，畅
通主干道，打通断头路，连点成线、
连线成网，确保哨关大道、机场北高
速、东南绕城高速年内建成通车。

安宁市：完成投资20亿元，重点
推进南环一级公路、螳川东路、普河
路等项目建设；开工建设 320国道
（建丰城—新哨湾段）改扩建、连然街
上下段、环园南路、太平新城石安北
侧辅道、二专线（螳川—龙山立交改
造）等项目；确保320国道（人民路口
—湖东路段改造）等项目建成通车。

嵩明县：完成投资 14亿元，重
点推进杨嵩大道、213国道（接界村
—杨桥段）改线、黄小路等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小龙高速嵩明西互通
至杨嵩大道连接线、嵩明县城至高
铁站连接线、嵩明官渡村—320国

道连接线、嵩明北互通—213国道
连接线（农业园区）等项目前期工
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确保兰茂路
北段建成通车。

空港经济区：完成投资7亿元，
重点推进航空物流园配套道路等项
目建设，确保空港10号路建成通车。

空港投资集团：完成投资28亿
元，重点推进空港 5、97、104、107、
108、123、124号路等项目建设，确
保呈黄快速路、云瑞路（空港 2 号
路）、空港 99、105、106号路建成通
车，开工建设长龙高速。

新区土储中心：完成投资10亿
元，加快推进小哨核心区配套道路
建设等。

新区经济发展部：积极协调昆
明轨道交通集团加快推进新区范围
内的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推动安宁
线、嵩明线及早进入实质性开工阶
段，完成投资40亿元；协调推进航空
网项目建设，完成投资48亿元；全力
配合云南省、昆明市做好长水综合
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力
争年内开工建设，完成投资20亿元。

各县市区、新区规划建设管理部：
围绕各自的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再组
织开工建设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路网建设
加快构建立体化国际化交通网络体系

2018
全力以赴

决胜“三年见成效”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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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新区发
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

新区这么做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正
确政治方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定执行党的
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决维护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筑牢理
想信念根基：坚持把学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自觉地站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去思考、去
谋划、去定位和推动新区发展。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构筑坚
强战斗堡垒：开展“基层党建巩固
年”活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着眼新区开发建设和产
业发展，坚持人在哪里、党员在哪
里，党建工作重点就在哪里，推进
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
新，完善组织体系，不断扩大基层
党组织覆盖率。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新
区建设铁军：根据新区建设发展
需要，创新选人用人方式，真正把
新区开发建设急需的好干部及时
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着力打
造一支敢于闯关夺隘、善于攻城
拔寨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区铁军。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
重点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全力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的良好环境。

今年，是新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现开发建
设“三年见成效”的决胜之年。新区上下必须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主题，以狠抓项目建设为主线，深入开展“项目大建设年”活动，大
力实施“533”产业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双百计划”，加快建设100个基

础项目和100个产业项目，确保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10亿元，增长
30%以上，圆满完成“三年见成效”目标任务。2018年，新区将组织动
员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谋发展，砥砺奋进促跨越，全
力以赴推动新区开发建设。

目标：新区将把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的首
要政治任务和长期的工作主题，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来，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新区这么做

一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新区将深入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刻认识党的十九
大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研读十
九大报告，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

二要以强烈的使命担当贯彻新
时代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新区的发展也步入
了新阶段。新区将牢记党中央、国务

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新区的使
命重托，紧扣跨越发展目标，始终坚
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聚焦关键领
域和核心任务，全面提速新区建设，
提升发展质效，奋力开创新区跨越
发展新局面。

三要以踏石留印的作风落实
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贯彻的效果怎样，最终要看
指导和推动工作的成效，要看是否
把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落到实
处。今年，是推进新区开发建设的
第三年，也是实现“三年见成效”目
标的最后一年，开发建设进入爬坡
跃坎、蓄势突破的攻坚阶段。新区
将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进取精
神紧张快干，人人争做开发建设的
冲锋队员、个个勇做攻坚克难的敢
死队员，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以实际行动推动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区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跨越发展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

目标：今年，保证投入收储和
前期开发资金20亿元，收储土地
4000 亩；坚持“争、贷、融、引”多

管齐下，打好投资融资组合拳；积
极争取省市支持，在社会事业发
展布局上把新区纳入统筹范围。

项目保障
做足土地资金配套保障

新区这么做

新区这么做

新区经济发展部：重点推进北
汽新能源汽车、东风云汽、中汽中
心高原实验室、国药云南滇中新区
产业园、国药生物制品产业化基
地、中关村电子城、京东方 OLED
微显示屏、昆明宝象万吨冷储物流
等项目，确保北汽新能源汽车、东
风云汽一期（一阶段）项目年内建
成投产；电子信息产业园手机产能
规模突破 1亿部；要积极争取江铃
汽车、协鑫单晶硅及新能源汽车、
宝能物流及新能源汽车配件等项
目落户新区。

安宁市：确保钢力10万吨金属
制品、南亚国际陆港公铁联运、中南
建材商贸物流总部基地、玉龙湾运
动休闲主题公园等项目建成；重点
推进大白鲸奇幻世界、鑫能石化、中
昆建合装配式绿色建筑智能制造、
祥丰金麦化工合成氨装置、国融滇
中40万吨液化天然气、纽米科技高
性能锂电池微孔复合隔膜、华熙温
泉健康美丽小镇、温泉国际会议中
心等项目；开工建设鑫宝油品、航天
神州汽车、云南财经大学安宁校区
等项目。

嵩明县：确保北汽新能源汽车、

东风云汽一期（一阶段）、伊利绿色
生产及智能制造集成项目、职教基
地大学生创业园等项目建成；重点
推进东风云汽、呈达玻璃科技产业
园、嘉丽泽高原体育运动小镇等项
目，实质性开工建设中汽中心高原
实验室、中云东港国际物流中心（二
期）等项目；力争江铃新能源汽车落
地开工建设。

空港经济区：确保昆明宝象万
吨冷储物流、飞安新基地等项目建
成；重点推进氮化镓、普洛斯、出版
集团物流、丰树物流、宝湾国际智慧
物流港、空港智慧金融总部等项目。

滇中产业发展集团：确保智能
装备产业园上半年建成；重点推进
北汽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产业园
等项目。

空港投资集团：确保智能科技
产业园、智能终端产业园等项目上
半年建成，空港智园年内建成；重点
推进综合保税区商务区、空港文化
广场、空港现代广场、空港时代中
心、空港云鼎广场等项目。

滇中城投公司：确保医疗器械
产业园上半年建成；重点推进滇中
新区空港商务广场项目建设；适时
启动滇中文化创意特色小镇、八家
村健康养生度假项目。

目标：树立抓营商环境就是抓
发展的理念，大力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专项行动，切实做好简政放权的
“减法”，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
服务的“乘法”，争当云南“放管服”
改革示范区，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全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以环境大提升助
推项目大建设。

新区这么做

加大“放”的力度：最大限度放宽
企业准入门槛，进一步优化项目审批
流程，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加快推进
商事制度和收费清理改革，做好减
税、降费、降成本、降门槛等工作，切
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成本、交易成
本，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轻装上阵。

优化“管”的方式：按照审管分

离、融合发展原则，对接昆明市及市
级相关部门尽快对授权、委托新区
行使的行政许可事项制定相关规
定，切实加强行政许可事项事中事
后监管。

提升“服”的质量：采取“一表申
请、一口受理、并联审查、一章审批”
的四个一综合审批模式，实现审批
一颗章、政务一张网、服务一条龙、
办事跑一次。加快建立与昆明市体
制上融合、平台上支撑、标准上统
一、政策上配套、机制上衔接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工作机制，有效提升新
区政务服务能力。同时，紧扣“项目大
建设年”主线，提升项目引进机制，建
立健全项目建设、调度、协调、服务、
反馈机制，加强对项目落地前期、中
期和后期全过程管理服务，推动项
目早日落地开工、尽快投产达效。

营商环境
以环境大提升助推项目大建设

目标：新区建设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既要快速突破，更要
永续发展，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新区这么做

推动绿色发展：坚持以发展绿
色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科技含量
高、资源消耗低、碳排放少的新兴产
业，壮大新能源、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产业，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体系。

加强环境治理：严格落实环境
保护措施，严格执行项目审批“环保
一票否决制”和重点污染物总量控
制制度。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
理体系。今年，要加快临空产业园污
水处理厂等一批环保治理设施建
设，确保园区内所有在建项目实现
污水零排放。

推进生态保护：实行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
界三条控制线，发挥生态保护红
线对于新区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
作用。发挥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
加快构建“山、水、林、田、湖、路、
城、业”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绿
色生态网，打造“城在林中、林在
城中、山环水绕、鸟语花香”的产
业新城、美丽新区。

生态文明
推进绿色发展见成效

项目建设
重点推进100个产业项目建设

目标：今年，要重点推进100
个产业项目建设，确保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不低于172.5亿元，其中安

宁市不低于62.5亿元，嵩明县不低
于55亿元，空港经济区不低于55
亿元。

目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
提升新区执行力，强化服务力，保
障工作落实。

新区这么做

建立项目推进机制：确保每
个项目都有牵头领导、责任领
导、责任单位、联系人和联络员，
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馈
情况。

建立人才培育机制：探索人

才引进、激励保障机制，给予住
房医疗、科研经费、子女入学、户
籍迁入等政策支持，加快吸引聚
集更多高层次人才到新区创业
就业。

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加快制
定出台新区机关全员聘用、不胜
任聘用岗位人员调整等制度，推
行竞争上岗、能上能下、岗变薪变
的新型用人机制，激发新区广大
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机制建设
提升执行力 强化服务力

管党治党
为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正在建设的嵩明杨林汽车产业园 本报记者赵丹青 摄

未来的空港商务区建设中的空港智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