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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安宁市温泉街道成功入
围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大家开
始思考，除了“泡汤”，这里还有什么
特色资源可以挖掘和开发？

“医疗+运动+文旅+康养”，云南
省城市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省城投”）第一时间给出答案。继今年
2月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南
博会上，安宁市政府与省城投正式签
订了云南温泉国际康养度假区项目
协议，项目总规划用地共计31000亩。

3万多亩土地将承载起一个怎
样的项目？

“云南温泉国际康养度假区以康
养产业链为核心，以医药康护、运动
康体、文旅康乐、宜居康养四大产业

为支撑，从医疗
服务、运动康健到文
娱生活全健康周期关
护，同时以各个产业核心极
为支撑、扩展极为延伸、基层极
为触角，构筑‘全周期、全年龄、全
方位’的产业新格局，再以产业基层
极为服务终端，融合各个产业的服务
消费端建设，强化全产业延伸、全服
务覆盖的产业结构，让产业的终端惠
及千家万户，形成‘四位一体、互融互
通’的产业链生态系统。”云南温泉
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办主任李永昌说。

“温泉的整体升级，需要以康养
为核心的大项目。它既区别于传统

的温泉旅游，也区
别于单个地产项目。”安

宁温泉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云南温泉国际康养度假区

项目通过紧密结合本地资源，重点
发展的 4个业态充分体现了特色小
镇旅游景区、消费产业聚集区、新型
城镇化发展区三区合一的特点。“项
目总投资约750亿元，拟打造国际康
养中心，配备三甲医院、学校、养生
养老地产项目，并结合国家级体育
健康小镇先行配套ATP500网球赛
事场馆。”

据了解，省城投于 2009年并购
了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依托优质
的平台与资源优势，近年来不断拓

展大健康产业战略板块。在向“大健
康、大休闲”转型的战略部署下，正
不断加大在安宁的投入力度。

“依托云南温泉国际康养度假区
项目，我们将在规划区域范围内逐步
实施文化教育、医养一体、运动康体、
生物医药、度假休闲、基础设施及医
药物流等子项目，不断深化与安宁市
政府在公共服务、重点产业等领域的
战略合作，最终在安宁市建成云南城
投大健康产业中心。”李永昌说。

目前，项目已取得一期 680.28
亩用地。另外，项目中重点发展的医
疗服务产业将以一个综合中心医院
为依托，将在区域内成立昆明市第
一人民医院。 本报记者熊瑛

15日，安宁市政府与新城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约

“安宁新城吾悦广场项目”，项
目总投资约50亿元，用地面积
约 294亩，计划建设集时尚购
物中心、大型超市、特色风情街
区、精品生态社区等为一体，不
小于8万平方米的大型集中式
购物中心，主要服务于安宁城
市人群。

“‘新城吾悦’将会是安宁
最大的城市综合体。”新城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
资中心西南区域总经理李晓
光介绍。

新城吾悦广场选址 320国
道观音山片区。“在决定来安宁
投资前，我们对当地的城市人
口、经济、交通等状况都做了全
面了解，发现无论从经济的繁
荣程度还是区位的畅通度，安
宁都与新城控股的战略投资相
匹配。特别是去年安宁被获评
全国文明城市之后，外地人来
安宁投资兴业、安家落户的动
向明显。”李晓光说。

安宁市招商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项目的整体设计呈
现国际化、高标准化的特点，为
未来安宁商业地产的发展奠定
基调。目前，项目选址地块土地
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安宁市
将全力帮助企业办理完善相关
土地手续，力保项目早日开工。

本报记者熊瑛

“在安宁的发展规划中，要着重
打造温泉片区的旅游休闲度假产业，
我们抢抓机遇，把看好温泉的眼光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南博会滇中
新区专场签约仪式上，安宁温泉乐石
水上乐园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安宁温泉乐石水上乐园占地面
积 480亩，总投资 5.1亿元。与众多
温泉项目不同，乐石将利用原有矿
坑地形，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标
准，建设集海盗庄园、盐浴漂浮、彩

色花海、无边泳池、人工瀑布、高空
溜索、音乐喷泉、特色温泉和太极
湖、美食街、康养区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水上主题乐园。该项目是安宁市
实施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
的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历史遗留的矿坑垮塌、水体污染
等隐患问题，加快推进温泉特色小
镇建设，巩固和促进安宁作为全国
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

本报记者熊瑛

利用原有废旧矿坑
打造温泉水上主题乐园

“东风汽车去哪里，我们就
跟到哪。”昆明雄鑫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雄鑫汽车）总经理
吴剑雄告诉记者，雄鑫汽车已
与东风云汽合作10余年时间，
一直在为企业做汽车零配件等
配套生产制造，双方可以说是

“老搭档”了，当东风云汽落地
杨林经开区汽车产业园后，他
们就在考虑搬迁。

吴剑雄说，杨林经开区里
落了“三辆汽车”，除了东风云
汽，还有昆明新能源汽车和江
铃汽车。公司很看中滇中新区、
杨林经开区实现汽车整车制造
集聚发展的发展思路，这给雄
鑫汽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
间，希望和其他汽车制造企业
也有深入合作。

在10多年的合作中，雄鑫
汽车为东风云汽配套生产了客
车车身以及几十种汽车的零部
件，从浙江来到云南发展的雄
鑫汽车在五金件生产制造上有
着自己的独特工艺。吴剑雄表
示，随着汽车工业产业不断升
级，制造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
零配件的生产工艺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新能源和智能化是汽
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汽配
制造企业也要加大新能源和智
能化方面的投入。”吴剑雄说，
在新项目建设中，雄鑫汽车的
研发比重将会占到整个项目总
投资的 10%左右。一方面根据
汽车企业的要求“按需定制”，
另一方面根据市场化导向来进
行研发。

此次签约，昆明雄鑫汽车
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及机械设
备制造项目占地 127亩，项目
总投资 4亿元，主要建设办公
业务用房、厂房和研发中心等，
生产汽车零部件（车身、配件）
及机械设备。项目今年内将完
成厂房建设，力争2019年年中
将整个工厂搬迁过来。

同样也是从浙江来云南发
展的云南成长投资有限公司昆
明浙商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
也在本次南博会上签约落户杨
林经开区，昆明浙商科技产业
园将聚集几十家五金件生产加
工和汽车零配件制造企业入驻
园区，为“三辆汽车”做好零配
件配套生产。

云南成长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俞成仗表示，云南省有几
万户浙商在这里营商，他们大
多数从事汽车零配件和小五金
生产制造，如此庞大的一个群
体亟须一个产业园将他们聚集
起来，抱团发展。为此，浙商科
技产业园落户杨林经开区。

“我们浙商在云南也是第
一次以这样抱团的形式来为
产业做配套，主要就是看好滇
中新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市
场。”俞成仗说，项目计划总投
资 100亿元，占地 3000亩，上
百家企业将进入园区，产值将
达上千亿元。项目将分期进
行，一期占地 469亩，投资 18
亿元，将以园中园形式规划建
设，产业定位以汽车零部件、
五金制造产业为主。目前，项
目立项、工商注册已完成，正
在办理环评、规划设计等前期
相关工作。

本报记者闵楠

空港 两大项目引资202.5亿元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在空

港经济区进行3个片区的开发，项目总投资
约200亿元；另外一个项目是建隆达石文化
创意园，总投资2.5亿元。

云南建隆达石材集团与空港
经济区签订的合作项目，是在官渡
工业园区建设一个石文化创意园。
项目占地 40亩，投资约 2.5亿元，
建设一个具产品研发、智能化制
造、空间设计、石文化传播等功能
为一身，集生产区、加工区和展示
区为一体的园区。园区内还将建设
石文化博物馆、玉石博物馆、石材
艺术体验馆等展馆，致力打造成西
南片区、我省唯一的工业旅游示范
景点。

企业从昆明起步，经过 25年
的发展已成为石材行业的领军企
业。除了打造西南首个高品质石
材体验馆，还先后参与了昆明市
行政中心、云南冶金集团、南亚风
情园、滇池高尔夫别墅群等数十
个经典项目的施工建造，年产值
逾1.5亿元。

市场快速扩张，企业也需要
应势扩大产能、拓展业务板块。在
空港经济区的积极对接下，建隆
达石材集团选址官渡工业园进行
项目建设。该企业董事长张建忠
说，选址空港是看中了管委会对
新兴产业的大力支持、对企业的
贴心服务，同时也看中片区物流
优势。“要改变大众对石材行业就
是脏乱差的印象。”项目主打智能
化、环保型、清洁型，将引进意大
利先进设备开展智能化生产、最
大程度降低粉尘污染，生产车间
内都铺红地毯，让车间清洁清爽；
建设污水处理中心，提升项目的
环保品质。

在空港经济区的大力支持下，
项目将加快动工建设，预计 2019
年建成投产后，年产值达 3.5亿元
以上。 本报记者赵丹青

签约，向来都是南博会上的一个重头戏。透过签约
项目的情况，可以看到我省经济的发展方向。今年南博
会，滇中新区在集中签约仪式上收获颇丰，项目涉及金
融服务、文化旅游、黄金产业、制造业等领域，让我们跟
随记者走近项目，聆听经济拔节的美妙声音。

安宁 4个项目 总投资830.1亿元
4个项目主要涉及房地产开发及休闲旅游度

假，协议总投资830.1亿元。分别是云南省城投梦云
南温泉国际康养度假区项目、乐石旅游发展管理公
司安宁温泉乐石水上乐园项目、上海新城控股集团
安宁新城吾悦广场项目、云南佑景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爱琴海·太平新时代广场项目。

嵩明 5个项目 总金额671亿元
嵩明县共签约 5个项目，协议投资总额 671亿

元。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1个，协议投资额 170亿
元；文化旅游类项目2个，协议投资额479亿元；制
造业项目2个，协议投资额22亿元，5个项目均为省
外资金项目，项目签约后将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750亿 安宁拿下新区集中签约最大单
项目主打“医疗+运动+文旅+康养”四位一体

编者按

关键词：汽车配套
“三辆汽车”身后
配套项目已集结

关键词：综合商业体
50亿建“新城吾悦”
将是安宁最大城市综合体

南博会上，爱琴海·太平新
时代广场项目正式签约，继砂
之船·奥特莱斯之后，安宁市太
平新城将新添一处以时尚生活
体验为主题的购物公园。

安宁市招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项目总投资约 25亿元，
用地面积约 300亩，计划围绕
新型商业游、娱、乐、购、享的概
念，引进国内外知名餐饮、儿童
游乐、影院、超市、都市农场等
新型业态，建立太平首个高端
品牌商业MALL及步行休闲品
牌商街。

项目由昆明国福房地产
集团投资建设，计划建设商住
综合体。其商业部分将引入

“爱琴海”品牌进行运营。国福
集团拓展主管宋泫颐说，“从
昆明西收费站出来，就是太
平，距离昆明市中心 16公里，
距离安宁市中心 12 公里，可
谓与两地无缝对接。另外，太
平的交通及基础设施都很完
善，加上滇中新区一系列利好
政策的支持，让我们坚定了在
太平投资的信心。”

宋泫颐介绍，“爱琴海”通
过“体验式”购物理念及定期
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太
平近年引进打造的系列文旅
项目相互呼应，将打造形成一
个有吃、有喝、有玩、有购的全
新商圈，实现太平文旅产业链
的延伸。

目前，爱琴海·太平新时代
广场已选址太平新城新邑村。

本报记者熊瑛

爱琴海购物公园
将落太平
全新商圈延伸文旅产业链

关键词：新产业
昆明综保区签下“黄金大单”
5亿元投资撬动100亿产值

关键词：旅游文化
恒大集团三大项目落地嵩明
“童世界”主题乐园将主推原创IP

在本次签约上，同属“恒大”的
三个落地嵩明县职教基地长松园片
区的签约项目引人关注。

恒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昆明恒
大文化旅游城项目总投资 430 亿
元，初步规划建设博物馆群、演艺中
心、运动中心、婚礼庄园、高档酒店、
电影城、运动公园、生态停车场、商
业街区、美食城、酒吧街及配套住宅
项目等。

整个文化旅游城项目中重点将
打造“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这也
是目前全省唯一一个“童世界”项
目。“童世界”主题乐园占地 2000多
亩，总投资 49亿元，是一所针对 5岁
至 15岁的青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
主题乐园。恒大旅游集团副总裁杨
浩介绍，恒大“童世界”将对标世界
级主题乐园诸如“迪斯尼乐园”等来
进行高标准打造，设备全部由国外
引进，安全标准也对标国际标准。

相比国内已有的主题乐园，“童
世界”将会有很大不同，最独特的就
在于全新的乐园卡通人物形象，“童
世界”里的 IP人物和故事都是全新
的，结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和神话
传说来进行全新创作，落地云南的

“童世界”还要把云南当地的民俗、民
族文化故事相结合，营造出让云南人

更有氛围感和认同感的人物形象。
“‘童世界’就是要讲出中国人自己的
民族故事。”

项目将设置“璀璨中华”“魔幻
西欧”“神秘古国”“探险南美”“漫
游海洋”“穿越太空”等六大主题区
域，主题乐园具有“三全”特点，即

“全天候、全室内、全季节”，对于主
题乐园来说，气候条件可以忽略，
这样的特点让其更有优势。项目签
约后，将会推进各方面工作，确保
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此外，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 170亿元将在职教基地长松园
片区打造一个地产配套项目，计划
用地 3000余亩，项目将配合周边产
业，打造一个集酒店会议区、健康运
动区、亲子游乐区、儿童教育机构、
住宅区、风情街及相关配套设施为
一体的大型地产项目。项目部总经
理曹颖介绍，项目选择职教基地长
松园片区，是看中了职教基地隶属
滇中新区发展范围内，产业和区位
优势明显。项目建成后，也将给当地
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目前，该项目
已取得土地证，设计规划已通过县
规委会审核，项目备案、环评已完
成，正在进行人防审批。

本报记者 闵楠

这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项目。
在整个签约仪式上，这个投资

5亿元的项目并不抢眼。但是“黄
金”“深加工”“高智能化”“进出口”
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让这个
项目格外醒目。

由昆明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和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的黄金进出口深加工项
目，总投资 5亿元。项目将在昆明
综保区围网区域内建设5000平方
米的厂房，开展黄金提纯深加工业
务。年产值可达100亿元。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建强接受采访时表
示，综合保税区是我国开放层次最
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
续最简化的特殊监管区域。企业进
驻昆明综保区就意味着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项目抓住黄
金作为储备货币的高附加值和稀
缺性，针对南亚东南亚国际不具备
黄金深加工能力但购买市场大的
特性，将引进国际工艺流程、引入
高智能化的机器设备，开展黄金深
加工进出口业务。

该项目具有科技含量高、智能
程度高、全封闭、零污染、零排放等
特点。在生产中将通过机器人的应
用，减少人力投入，提升工艺水平。
利用保税区的优势，还将从南亚东
南亚收购粗金进行深加工，之后再
出口。主要产品包括作为黄金交易
储备货物的标准金锭、大众消费的
黄金首饰。建成后，将成为我省唯
一的黄金开发生产深加工项目，可
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本报记者赵丹青

云南滇中金融租赁项目
投资200亿 今年内运营

6月15日下午，云南滇中金融
租赁项目签订投资协议。该项目有
助于进一步加大滇中新区招商引
资、开放合作力度，加快开展新区
金融租赁业务。

据滇中新区经贸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项目由烟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云南滇中金融租赁公
司的发起人，计划在滇中新区与北
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西藏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注册金融租
赁项目公司。项目计划投资 200
亿元，今年内正式运营。

“此次投资主要是从战略上来
考虑，选择在云南是基于国家的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辐射南亚东
南亚市场，满足金融租赁需求。”西

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涂国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项目落地滇中新区，因为这里
是国家级新区，新区的优惠政策较
为成熟，新区提出的发展战略和我
们比较吻合。以滇中新区作为载
体，项目还可以为新区的产业链带
来金融产品和服务。”

涂国巍介绍，他们认为云南本
土现有的金融租赁业务仍然有市
场缺口，预计5年之内将有1000亿
的市场。“这个项目的主要业务将
围绕金融租赁来做，以航空、铁路
和公路的物流为主，既可以做设备
租赁，也可以做供应链租赁。其它
像医疗、医药行业，还可以做定向
项目融资。” 本报记者喻劲猛

建隆达石文化创意园
打造全省首个工业旅游景点

世博旅游集团投资200亿元
整体开发空港三大片区

本次南博会上，云南世博旅游
控股集团与空港经济区强强联手，
投资 200 亿元，将对空港经济区 3
个片区进行整体开发，空港经济区
核心区域城镇化将提速。

据了解，双方拟在以下 3个片
区开发中达成合作意向：昆明空港
经济区李其片区整体城镇化建设
项目；昆明空港经济区板桥驿古镇
建设项目；昆明空港经济区新发片
区建设项目。

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需要，还可
在其他区域进行合作。合作的主要内容
包括在上述片区内的景区、房地产（含
各类业态）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以
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等
相关的服务。3个片区中，李其片区开

发最为成熟，该片区也是空港商务区
所在地，紧邻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定位
为国门商务区，人口集中、交通便捷，
具有成为地区商务中心的先天优势，
重点将发展商务办公、楼宇经济、总
部经济、酒店、购物等临空商务业。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为华侨城集团公司控股的国
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旅
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景区、酒
店、旅行社、旅游交通、旅游地产等
产业板块，涵盖吃、住、行、游、购、
娱六大传统旅游要素。世博集团是
云南省资产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
整、投融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较强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企业集团。

本报记者 赵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