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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区开发建设的主战场，
新区各级各部门引入项目的质量
和项目推进的速度事关新区发展
大局。

2017年，新区在招商引资、项
目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2018年，在“按产业布局抓好项目
招商、按项目分类抓好投资额度、按
功能要求抓好基础配套、按目标任
务抓好监测调度、按轻重缓急抓好
项目协调、按项目排序抓好要素保
障、按职责分工抓好机制构建”7大
具体要求上，各级各部门又将如何
对各项指标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如
何从自身出发挖掘潜力，激发发展
动能呢？

嵩明

做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紧盯重点项目落地投产

2018年是新区实现开发建
设“三年见成效”的决胜之年，
为了做好新区安排的各项工
作，嵩明县将在 2018年里盯好
重点项目，做好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配套设施建设，并以品质提
升为重点，将嵩明打造成为宜居
宜业新辅城。产业方面，嵩明县
将重点培育汽车及配套产业，全
力以赴推进昆明新能源汽车、东
风云汽、中汽中心云南高原测试
基地等项目。加快建设恒华国际
生态养生城、清华启迪健康科教
小镇、恒大童世界等项目，抓好
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花卉文
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促进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

同时，继续加快路网建设，

启动县城至高铁站、嵩明西互
通至杨嵩大道、嵩明北互通至国
道 213线、杨林官渡至国道 320
线等连接线工程，大力推进杨嵩
大道、军马场互通连接线、黄小
路等道路建设，确保兰茂路北
段、国道 213线改扩建工程完
工。此外，也要聚焦群众需求，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深入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
247户729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面脱贫，确保全面小康路上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加快推进
滇中新区东区人民医院和县医
院内儿科大楼建设。推进公租
房、安居工程建设，解决群众

“住房难”“租房难”问题。
本报记者 闵楠

空港

提速片区开发
联动“三区”招商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保增
长13%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0%，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不低于30%；招商引资实际到
位内资增长20%以上，其中工业
项目招商引资增长20%以上，实
际利用外资完成不低于5000万
美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3%以上，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12%以上。”按照
这个预期目标，2018年空港经济
区将重点抓好产业升级、片区开
发、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空港将依托综合保税区和
机场优势，打造临空产业聚集
地，开创经济增长新支点。提速
片区开发，启动东盟产业园、长
水综合交通枢纽、综合保税区二

期征地拆迁，抓紧完成板桥西冲
片区、杉松园片区规划编制报
批，实施航空物流园、空港商务
区片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推进
东南绕城高速、机场北高速、呈
黄快速路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
机场北高速、东南绕城高速在
2018年上半年按期通车。

在强化招商引资方面，以临
空产业为方向、以招大引强为定
位、以大提升服务为保障，联动

“三区”，力争引进一批投资规模
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
项目。同时，空港将严厉查处、重
点整治、坚决打击项目建设区域
抢建加建、违法用地、私搭乱建
和破坏基本农田、耕地、林地等
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赵丹青

安宁

确保主要经济指标两位数增长
增速昆明领先

认真贯彻新区工作会议精
神，2018 年，安宁市将扎实开
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在促进
工业提质增效、谋划转型新路
径、完善基础配套、夯实发展后
劲、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强化科
研创新、认真化解政府债务等
七大领域迈出坚实步伐，确保
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增
速保持全昆明领先，主要经济
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

安宁将全力推动昆钢本部
搬迁，助推钢铁产业“二次腾
飞”，快速推进天安公司技改、
能投配套天然气、祥丰 30万吨
合成氨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确保完成工业总产值900亿元、
力争 1000亿元，加快千亿产能

向千亿产值转化。同时，坚持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园
区现代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
园、新材料产业园、石化产业园
等6大片区开发进程，推动区域
性特色小镇建设，加快旅游和
大健康产业发展。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将
全面提速。重点将做好片区规
划编制，积极配合轨道交通（安
宁线）建设，加快主城与各片区
互联互通，探索社会资本参与
园区开发建设新模式。构建新
型政商关系，实现招商引资

“531”目标，确保 120个重点产
业项目和 140个政府性投资项
目完成投资任务。

本报记者 陈熙

新区开发建设主战场
2018年这么干

太平新城今年将继续推进重
点项目，解决项目征地拆迁和前
期手续办理问题，确保一批科技、
经济、文化带动力强的项目落地
动工，实现每季度均有开工项目，
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在项目建设方面，加快读书铺
服务区改扩建，为安宁市建设成为

“物流强市”提供重要保障，推进云
南财经大学安宁校区建设，积极配
合昆明市开展轻轨东西快线安宁
段建设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在民生改善方面，2018年太
平新城将继续加大投入为群众提

供优质服务，完善医联体服务点
建设工作，与社区卫生服务站建
设同步考虑，实现与辖区昆华医
院医疗资源高效、科学整合，并为
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推广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改革创新方面，继续推进
社区股权量化改革试点工作，依
托册峨村光崀大村小组人文景
观，围绕“文创”主题，推进“双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基地与文
创旅游教育创业就业平台建设。
建立太平新城大数据管理平台。

本报记者陈熙

2018年，安宁职教基地将全
面推动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做
好产业类项目的洽谈、引进和落
地服务，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和产
教融合。

今年，安宁职教基地政府投
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预计总投
资 3550 万元。其中，续建项目 2
个，安宁职教基地 24 号路计划
于 2018年 5月完工；未管所至县
草公路供水工程将于 3 月份完
工。新建项目 2个，7号路将于今
年 5月开工，2019年 12月完工；
25号路将于今年 6月开工，明年
12月竣工。

安宁职教基地今年招商引

资产业类项目计划为：总投资预
计达 19 亿万元，在建项目为云
南省第二强制戒毒所项目。新开
工项目 6 个，其中，服务类项目
安宁职教学生汇商业综合体将
于年内开工；社会公共事业项目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计划年内开
工，2023年竣工。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安宁
职教基地成立了项目推进领导
小组，强化项目监督推进力度，
确保项目按计划组织实施，同
时确定定期协商制度，及时解
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本报记者 赵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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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和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园
区先后获批，2018年，安宁工业
园区将继续全力狠抓招商引资，
完善产业格局，大力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努
力冲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2018 年安宁工业园区计划
新开工项目 13 个，涵盖石化化
工产业、新材料产业、钢铁装备
制造产业计划，总投资约为 210
亿元。其中，纽米科技二期项目
已开展地勘，上半年将开工建
设；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施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已开
工建设；云南航天神州汽车有限
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力争上半年
开工建设。

在基础设施方面，安宁工业
园将持续推进石化循环产业园、
新材料产业园、钢铁装备制造产
业园以及禄脿片区配套建设。
2018年还将开工建设环园南路、
环园西路、11 号直支路、1 号支
路南段及配套水电气。另外，孵
化基地标准厂房 2期、麒麟污水
处理厂 2期也将启动建设。

本报记者 陈熙

2018 年，嵩明杨林经开区
将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促进园
区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的
变革，实现园区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2018年，嵩明杨林经开区将
推进 49 个重点项目建设，计划
完成年度投资 56.44亿元。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4 个，产业
项目 25个。目前，招商引资在谈
项目 18个，协议投资 53.58亿元。
围绕汽车整车制造及零部件配
套、数控机床为主的先进装备制
造、食品饮料、新材料及现代商
贸物流产业的产业定位，杨林经
开区将把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
园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弯道超

车”的突破点，紧盯整车生产企
业的零部件配套、新材料、战略
性新兴产业类项目，吸引拥有核
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的上下游配
套企业入驻园区，力争促成与江
铃集团达成投资协议，并做好落
地保障服务。

此外，杨林经开区还将推进
昆明新能源汽车于上半年实现
首车下线；推进东风云汽整体搬
迁升级改造项目于年内实现第
一期一阶段建成投产，轻客和新
能源物流车投向市场；力争呈达
玻璃（一期）及投资亿元以下产
业项目实现当年建设当年竣工
投产。

本报记者 闵楠

2018年是嵩明职教基地“转向
升级、创新驱动”的关键之年，职教
基地也将在2018年把工作重心从

“引校、建校、管校”的单一开发建设
向开发建设与服务管理并重转向。

以科教文化产业园建设作为
园区转向升级的突破口，在发展
教育产业的同时，规划建设好新
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引进物流金
融、创意创新、文化旅游、运动保
健等行业的优质项目。力争中国
龙润保健品小镇、中国沃溪影视
小镇、碧桂园、恒大地产、恒大童
世界等成熟项目落地建设。加快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海源学院研
究生院、铁路公安学校、南方电网
带电作业中心4所院校建设。重点
推进御景新城复工、启动清华启

迪科教小镇启动区、恒大地产一
期、恒大童世界、恒华国际生态养
生城5个文旅健康综合项目建设。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嵩明
职教基地2018年将重点建设好小
龙高速互通连接线，将职教基地、
长松园片区尽快融入外围快速交
通干线。

职教基地将计划用 3到 5年
的时间，突出特色小镇、产城融
合、文旅融合、创业创新等重点领
域建设，推动职教基地在发展理
念、功能定位、产业升级、运行模
式、管理方式等方面转向升级，努
力将职教基地打造成为产城融合
新高地、产教融合示范区和体制
机制创新的特色先行区。

本报记者赵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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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工业园区
投资210亿元 计划新开工13个项目

太平新城
确保每季度均有开工项目

杨林经开区
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弯道超车”

安宁职教基地
推动政府性投资项目 促进产教融合

嵩明职教基地
打造产城融合产教融合特色先行区

汽修专业实现教研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