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薇 喻劲猛）6
月15日，第5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
第25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昆明市·滇中新区项目签约仪式在昆
明会堂举行，共签订合作项目 109
个。其中，内资项目106个，协议投资
总额约为3591.32亿元；外资项目3
个，合同利用外资5000万美元。

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滇
中新区党工委书记程连元，昆明市
委副书记、滇中新区管委会主任何
刚，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拉玛·
兴高，昆明市政协主席熊瑞丽出席
签约仪式。

何刚在签约仪式上致辞说，此
次签约仪式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打好“三
张牌”部署要求的实际行动。昆明
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当好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火车
头，重点在于引进一批实力强、知
名度高、影响力大的企业，关键在
于落地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
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项
目。此次项目签约落地，将进一步
夯实昆明市和滇中新区产业发展
基础，延伸产业链条，为产业培育
和转型升级作出积极贡献，助力区
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和国家级
新区跨越发展。

何刚表示，开放发展的昆明和
滇中新区潜力巨大、商机无限。我

们将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做到办
事零障碍、服务无缝隙，全力为企
业打造一流的发展环境，让企业在
昆明和滇中新区落地生根、发展壮
大。希望签约各方切实履约，尽快
推动项目落地开工，力争项目早日
投产达效。

据介绍，此次签约项目涵盖绿
色能源、绿色食品、高端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总部
经济、医疗康养、旅游文化、现代物
流、城市综合体等多个领域。从项
目协议金额看，10亿元以上项目
42个，100亿元以上项目9个，最大
项目协议金额达到750亿元。签约
项目具有以下特点：项目成熟度较

高，部分项目可于年内开工建设；
工业项目较多，共有34个，有飞瑞
云南及南亚通用航空产业基地等
一批高端制造项目，也有很多承接
产业转移的项目，诸如云南润迈新
能源全地形车生产项目、昆明雄鑫
汽车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及机械
设备制造等装备制造项目；产业契
合度高，涉及“绿色能源”“绿色食
品”“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
的产业项目共有 24个，协议投资
额 406.7亿元；旅游文化成为新亮
点，旅游文化类签约项目 9个，协
议总额1258.5亿元。

保建彬、金幼和、徐进、郭希林
等参加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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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15
日，第5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25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昆明市·滇中新区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在昆明高新区举行，集
中开工重点项目 44个，协议投资
总额约665.76亿元。

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滇
中新区党工委书记程连元宣布项
目开工，并为集中开工项目培土

奠基。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昆明

市开工项目 38 个，合计投资约
472.17亿元；滇中新区开工项目6
个，合计投资约193.59亿元。项目
涵盖了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大健
康、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城市
综合体等多个领域。

此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对
昆明市和滇中新区进一步优化

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聚集升级、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昆明市和滇中
新区将以此为契机，全力营造良
好投资环境，抓实项目服务保障
工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
的困难和问题，为开工项目顺利
实施和有序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为各方实现共同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据介绍，此次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是今年南博会期间昆明
市和滇中新区重点项目开工系列
活动的第一站，之后还将在各县
（市）区，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
假）园区陆续举行一系列重大项
目开工活动。

何刚、拉玛·兴高、熊瑞丽、保
建彬、金幼和、徐进、郭希林等参
加开工仪式。

本报讯（记者 赵丹青）“3区联
合参展，不管是从昆明市、滇中新
区、3区的重视程度看，还是从参
展规模来说，都是最大的一次。”
昆明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主任、空
港经济区管委会主任、官渡区委
书记和丽川表示，综保区是国家
对外开放贸易、金融、投资、服务、
运输等领域的试验区和先行区，
是我省对外开放高地和成果，空
港是滇中新区的核心区，是招商
引资的政策洼地，官渡区是昆明
市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的排头兵，3地联动参展能够凸显
片区发展的联动共赢，能够激发产
业互补的潜在能量，展示区区融合
发展的巨大效应。

“将昆明综保区、空港经济区和
官渡区联合在一起参展，不仅考虑
了 3地在地理位置上的相融和相
交；而且 3地的发展基础、重点、优
势也是相辅相成的。展位设计颇
具特色。”和丽川“秒变”讲解员开始
向来往客商进行推荐。展区俯瞰是
一个飞行器，昆明综保区、空港和官
渡都围绕着机场独特的区位优势拓
展产业板块。昆明综保区将大力发
展包税服务功能，空港要大力发展
临空产业，官渡则将依托中心经济
支撑昆明城市新中心建设。从参展
项目看，昆明综保区和空港都是围
绕临空经济和保税政策来进行推
介。第一主打是航空，展示的是昆明
综保区和祥鹏航空合作推出的飞行
培训项目；第二主打是黄金深加工，
借助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开展黄金
深加工进出口业务，打造与国际接
轨的黄金产业。第三主打是文化，以
乌铜走银、滇派内画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展示官渡区完备的城市功
能和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以最直观
的方式来展示 3个区的优势产业，
能够让各国客商了解各区特点，寻
找可能出现的商机。

接下来 3区将加强融合、联动
发展，相互补充助力共赢。从前几次
的 3区联动招商推介会看，效果绝
对是 1+1+1>3的。昆明综保区和空
港具有政策洼地优势、产业布局相
辅相成，官渡拥有打造现代服务业
的核心竞争优势。随着三区之间愈
加便捷的交通，官渡区现有的楼宇
经济、成熟的城市功能、完善的医疗
教育设施，能为引入企业解决“只有
生产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最终实
现 3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良好
局面。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连日
来，南博会滇中新区展台吸引了
数以千计观众参观。其中，由新区
汽车产业园的“三辆车”——昆明
新能源汽车项目、东风云汽项目、
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昆明基地项
目展示的6辆新能源汽车，成为最
吸引眼球的“明星”。

这6辆新能源汽车色彩艳丽,
既有价格在 5万元以内的经济型
家轿、10万元左右的紧凑型SUV，
也有 15万元左右的中级轿车，还
有箱式物流车。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车型都是滇中新区汽车
产业园将要生产的主流车型。

到新区展台参观新能源汽车
的观众络绎不绝。

在红色的 EU400面前，李先
生和朋友请工作人员打开引擎盖
看里边的电控系统。“这个就相当
于发动机。”工作人员介绍，“家用
电源就可以充电，五六个小时就可
以充满，综合下来可以跑 370公
里，每公里电费仅需 7分钱，而它
的提速相当于1.8T发动机。”

看着东风风神E70，昆明的一
对夫妇最关心的就是配件是否好
换、安全性如何、价格是多少、能开
多少年。工作人员段先生说，他自己
就买了一辆江铃E200，经济实惠。

“这辆车电池的续航里程是
多少？”“是什么系列的？是不是今
年的主打产品？”“卖多少钱？”逛
展的客商逐一走到每辆车前，边
看边问。当听说北汽今年新推出
的纯电动 SUV“国民车”EX360续
航里程可以达到360公里，补贴后
的价格还不到 10万元，今年就要
在新区下线时，很多人会停下脚
步，饶有兴趣地拉开车门坐进驾
驶室,手扶方向盘，仔细看做工精
致的仪表盘、中控台和内饰。走到
北汽EU400超长续航纯电动家轿
旁，听说北汽将在昆明建设多个
换电站方便汽车进站换电池，以
节约充电时间、增加运营里程，又
问，“换电池需要多长时间？”“最
快 2分 46秒。”得到肯定的回复
后，大家纷纷点赞。

逛展的人们沿着展厅参观。在

太平新城“云南军民融合科技产业
城”展台，云南北佑斗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了国家北
斗数据中心云南分中心的情况。一
些客商们还走进新材料及电子信
息产品展示区，云南凝慧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展示的氮化镓微波/射频
功率放大模块、5G基站用射频功

率放大模块、氮化镓微波功率器
件、4英寸蓝宝石衬底外延片等高
科技产品和新材料样成为他们关
注的重点。

此外，新区展台上的盾构机
模型、VR虚拟现实体验、“手拿”
鲜花和茶壶的智能机器人也吸引
了不少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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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新区欢迎您 本报记者 周凡 摄

试驾新能源车 本报记者 周凡 摄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6 月
20 日，第 5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
暨第 25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以下简称南博会）圆满闭
幕。从大会执委会发布的初步统
计数据来看，本届南博会成果颇
丰，共签约项目 456个，签约金额
8079.37亿元。

本届南博会立足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澜湄合作、中国—中南半
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建设，努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
汇聚更多共识，推动新的发展。共
有来自 8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的部级官员、国际组织代表、驻
华使节、商界领袖、知名学者和重
要嘉宾 7000多人参加了南博会期
间的有关活动。南博会期间，中国
国家领导人与莅会外国政要、云南
省领导与莅会外国高官举行双边
会谈近 70起，在推动多边外交、加
强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方面开
展了广泛交流、达成了诸多共识。

本届南博会上，举办了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座谈会等系列纪念活
动，开展了“绿色能源、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目的地”推介会，“华商走
进云南、云品走向世界”推介会，印
度、越南、老挝、阿富汗经贸投资洽
谈会等多场经贸洽谈活动，集中向
国内外来宾展现了中国和云南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来所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共有 87个国家、地区参展
参会，在参展的 3825家企业中，境
外企业占比 42.46%；在 19万平方
米的布展面积中，境外企业布展面
积占比36.8%。

本届南博会共设置 19 个展
馆，专业展馆占比超过 50%，展览
展示面积 19万平方米，有 8500个
标准展位，3825家企业参展。展会
期间举办了各类招商推介、产业
对接洽谈会，专业化交易水平得
到进一步培育和提升。初步统计，
本届南博会签约项目 456个，签约
金额 8079.37 亿元，其中：合同和
正式协议项目 251 个，签约金额
5443.74亿元。意向和框架协议项
目 205个，签约金额 2635.63亿元。
展会期间，预计现场商品销售额
2.5亿元左右。

本届南博会的 16个大项 60余
场会期活动着力激发各方合作潜
力、创造共赢商机、搭建交流平台，
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国际间的友好交
往。首次举行中国—南亚合作论坛，
发布了《首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
抚仙湖倡议》，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政
府间开展政策对话、经济合作、人文
交流提供了新平台。会期举行的澜
湄国家互联互通工作组会议、澜湄
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工作组会议，积
极落实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
领导人会议精神，扎实推进澜湄合
作各项工作有效落实。第13届中国
—南亚商务论坛、第 2届中国—东
南亚商务论坛、2018年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走廊省长论坛暨第 10届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活动周、
第3届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
合作大会、第 6届中国—南亚东南
亚智库论坛、第 16届东盟华商会、
第 7届云台会和 2018中国·南亚东
南亚艺术周等传统会期活动，围绕
人才交流、技术转移、互联互通、跨
境经济、跨境旅游、教育合作、医疗
卫生、人文艺术等领域，进一步推动
实现更为广泛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此外，本届南博会共有 80 万
人次进馆参观商品展。来自 16所
在昆高校的 1500名志愿者和 1万
名城市志愿者为四方宾朋提供了
高效便捷的服务。今年首次在展馆
内环设置公交专线 7条、定制直达
线路 15条，展会期间共投入营运
7330车次，运送乘客 55万人次，为
在大型国际性展会中实践“公交优
先，绿色出行”探索积累了新经验。

南博会昨日闭幕

签约金额预计
8079.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