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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新区“走出去”招才引智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2010年

我拿到了米兰理工大学的奖学金
就出国了，后来到新加坡陆上交通
管理局工作。现在觉得国内变化挺
大，上周刚回昆在网上看到信息就
来了。”近日，在第三届云南国际人
才交流会大学生及留学归国人员
专场招聘会上，滇中新区的洽谈区
吸引了不少人。

招聘会上，滇中新区管委会携
新区3家直属国有企业——滇中产
业发展集团、昆明空港投资集团、
滇中城投公司参会，在会场中心区
域设置了引才专展区，开展现场宣
传和洽谈。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收到求职简历193份。

今年以来，滇中新区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吸引聚集高
层次人才到新区创业就业，构建高
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的有关精神，
分别赴上海、深圳参加了“上海春
季大型人才交流会”和“第十六届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组织开
展了 2018年网上公开招聘高层次
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工作。

滇中新区组织人事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赴上海、深圳参加人
才交流大会开展招聘活动过程中，
新区积极开展形象宣传活动，介绍
新区的战略定位、空间布局、产业
规划等，扩大新区招才引智的知名
度。在招聘会现场发放宣传手册

1000余份、招聘职位表700余份，充
分介绍新区的发展情况，推介新区
高层次人才需求缺口，以真挚的感
情和期盼唤起高层次人才到新区
创业就业的意愿，吸引国内外高层
次人才到新区施展才华、安居乐
业。新区及直属国有企业共接受现
场求职咨询 140余人次，深入咨询
洽谈30余人次。

在 2018年网上公开招聘高层
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工作
中，共有 1040人报名，通过资格初
审、经历业绩评定、面试初试等环
节，共有32人进入面试复试环节。其
中，新区机关招聘高层次人才6个岗
位共 6人，有 216人报名；新区直管

国有企业招聘急需紧缺专业人才10
个岗位共12人，有824人报名。

相关负责人表示，滇中新区将
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工作机制，探
索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新区人才
发展规划和人才发展白皮书，从宏
观上布局人才发展战略，构建人才
政策高地，创新人才服务机制，健
全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提升人才创
新助力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建立多
层次人才引进体系，不断探索、出
台新区人才的引育机制、投入机
制、交流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
制。结合新区开发建设实际，建立
健全适应新区国有企业转型发展
趋势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

“29999 元第一次，29999 元
第二次，29999元第三次，成交！”
15日上午，在嵩明县杨林镇首届
桃文化节暨乡村旅游节上，一枚
880克重的水蜜桃以 29999元的
成交价被拍卖，摘得“桃王”桂
冠。与此同时，两枚重 660 克、
720克的水蜜桃分别以 9000元、
18000元的拍卖价成交。3个桃子
拍出 56999元天价！

“早就听说杨林镇大树营村
的水蜜桃很出名，今天特地赶来
开开眼界。”昆明温州商会负责
人许先生约着几位企业家朋友
冒雨专程来到大树营村，除“开
眼界”外，他们也想看看是否能
在这里找到商机。

拍卖会开始，一只硕大的桃
子罩在玻璃罩里，红里透粉，拍
卖师介绍，这只桃子重 660 克，
起拍价 2000元。随即，不断有人
加价竞拍，最终以 9000元成交。
第二只桃子重 720 克，起拍价
6000元，人群中不断有人举手加
价，经过七八轮竞价，最终被一
位女士以 18000元拍得。

当第三只桃子端上来时，人
群中响起了赞叹声，这只桃子体
形硕大、通体艳红，与前两只桃子
相比，有鹤立鸡群的霸气，令人叹
为观止。“这只桃子重880克，起拍
价 1万元，每次加价 1000元。”拍
卖师话音刚落，有人报价 1.2 万
元。随即，1.5万、1.6万、1.8万、2万
……每报出一次价，人群中就响
起掌声。价格还在节节攀升，人群
中，一位年轻的女士叫出 29999
元，拍得这枚“桃王”。

拍卖会旁，60多岁的张正友

笑眯眯地蹲在自家摊位前。他告
诉记者，拍卖会上的 3 个“桃
王”，有两个是他家种的。“9000
元那个和 29999元那个。”张正友
喜不自禁，“我家种了十五六亩
桃树，今年至少收成三四吨桃
子。”得知“桃王”出自他家，很多
人都来买他家的桃子，张正友和
女儿忙前忙后招呼生意。

“3 个‘桃王’拍出的 56999
元作为善款全部用于赡养大树
营村 24位 90岁以上的老人。”大
树营村党总支书记何亚雄说，该
村种植水蜜桃已有 200 多年历
史，目前水蜜桃种植面积已达
1500余亩。由于该村生态环境较
好、水资源丰富，加之果树不施
化肥、不打农药，水蜜桃品质上
好。省农科院、云南农大专家现

场品鉴后一致认为，大树营村水
蜜桃果形端正、外观艳丽、果肉
细 腻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达
12.8%，达到优质水果标准。

“修了那么多路，再加政府
搭台宣传，我们种的水蜜桃不愁
销路了。”果农们高兴地说。

杨林镇党委书记章骏告诉
记者，近来年特别是滇中新区成
立以来，杨林镇区位优势更加明
显，已经建成通车的嵩昆高速、
长嵩大道、哨关公路、沪昆高铁，
正在建设的东南绕城高速、昆嵩
大道、杨嵩大道和即将建设的渝
昆高铁、地铁嵩明线将极大拉近
杨林与昆明主城、嵩明县城和其
他周边城市的空间距离，是发展
乡村旅游的黄金带。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杨
林镇党委、镇政府制定发展乡村
旅游规划，通过举办桃文化节，
提高大树营水蜜桃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展现农村新气象，实现
群众增收致富。打造以水蜜桃为
代表的特色产业，促进杨林农村
旅游、文化旅游相互融合，展示
杨林镇丰富的乡土文化、民俗风
情及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
为杨林农旅产业发展打出一张
亮丽的名片。

章骏表示，杨林镇将紧紧围
绕“扩大产业优势、壮大集体经
济”目标，科学有序扩大种植规
模，采取“协会+果农”的模式，由
农户自己种、自己管，协会负责技
术指导和购销。同时，利用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加大宣传，让农旅
结合的水蜜桃产业发展得更好。

本报记者 孙伟 陶红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赵丹青）南博
会是我省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晴
雨表、风向标，更是观察云南发
展的独特窗口。很多人透过展会
体会思考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很多人在应接不暇的展台间寻
找商机。作为滇中新区的核心
区，跨越发展的主战场，空港经
济区在此次南博会上以全新形
象亮相，“不改初心”地进行自我
介绍，将区位优势、产业发展重
点和招商引资政策逐一道出，用
已经成长起来的代表企业展现
主打产业发展潜力。一切只为用
好这一对外交流平台，又一次诚
恳地做好招商引资推荐。

“云上空港”，是空港经济区
的最新定位。依托昆明长水国际
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快递增长，城
市的机场正聚变为机场的城市，
空港也将迎来飞速发展。作为滇
中新区开发建设的主阵地，肩负
超高标准建设空港新城的使命，
空港确定了“四区一城”的发展
定位，快速推进综合保税区、沿
边自由贸易试验区、临空经济示
范区、国家级滇中产业新区核心
区，空港新城建设。以临空经济
为核心，重点发展以基地航空、
航空服务、航空物流、多式联运
物流、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商务
会展、商贸服务、金融服务、科技
创新产业、高新精轻制造业、生
物医药、综合保税、文旅休闲为
主导的产业体系。

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朱
恒俊说，经过3年的发展，空港经
济区在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

大健康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高原
特色农业方面已见成效。中铁电建
的盾构机生产技术全亚洲领先、7
家基地航空公司明显带动临空经
济发展，南疆制药大容量注射液占
我省8成市场份额，华尔贝已进入
智慧城市建设……“以企业产品来
展示片区产业发展现状，这样招商
更有说服力。”

对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展
示自我、进行招商引资推荐的空
港经济区来说，“三年见成效”更
要注重招商引资工作的提能增
效。空港的整个招商引资工作突
出区域特点，变“引资”为“选
资”，力争招大引强。更加注重企
业的知名度和实力，将引入第三
方机构对企业进行净资调查，保
证落地项目的品质。在行业选择
时，争取引入新兴产业填补我省
的产业空白。

朱恒俊说，目前空港正在和
山东蓝孚电子加速器技术有限公
司洽谈，邀请企业到空港建设电
子加速器生产基地。电子加速器
属于民用非动力核技术应用，主
要应用为杀菌消毒。比如说,医院
的手术器械在核技术的辐照线上
的电子束里过一下,就可以做到瞬
间消毒杀菌；家里买的土豆,在电
子束里过一下,就不会发芽。应用
在食品领域，可以不添加防腐剂
就能保鲜,而且对人体无害。“这个
项目如果能够落地，不仅能够填
补我省的产业空白，而且能与已
经落户的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
等形成产业链，助力整个片区的
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闵楠）毕业季，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院长火了。日
前，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为 2018届
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在毕业典礼上，滇池
学院院长马杰金句频出，引得台
下毕业生爆笑的同时又忍不住
赞院长“太懂他们”。

“欢送你们从美丽的滇池湖
畔走向祖国的大地神州，走向
世界的五洲四海。”在致辞开
篇，马杰院长对毕业学生进行
了感谢：图书馆里你们曾点燃
多少憧憬与渴望，课堂内外你
们曾记录多少凝思与遐想，竞
赛场上你们曾展示多少滇院人
的自信与昂扬。正是一代又一
代滇院人的不断进步与成长，
才使得母校越来越生机勃勃，
越来越充满希望。

话锋一转，马杰院长开始向
学生们“致歉”。他在致辞中说，

滇院今年 17岁，比你们还年轻，
难免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学校也
一直在努力，但我还是要对你们
说声“对不起”！我知道，杨林校
区的不便依然让你们觉得“山高
皇帝远，可以先吃早点后洗脸”；
我也知道，图书馆抢座位依然让
你们觉得“来得早不如占得好，
丢本破书跑不了”；我还知道，本
部宿舍的条件依然让你们觉得

“身在春城滇池畔，却像罗三长
蒸笼里的罗小馒”；我更知道，食
堂阿姨的功夫依然让你们觉得

“原来抖勺可以比抖音更专业”。
“同学们，其实不足有时也

是一种美，但愿这些不足能够慢
慢化为你们人生中温馨的回忆。
因为，母校总是一个让我们一边
吐槽、一边热爱，一边抱怨、一边
迷恋的地方。”

“世界上最傻的事，就是对
年轻人掏心掏肺讲道理。可每年

这个时候，我都要‘犯一次傻’。
即便我知道，若干年后可能没
有谁会记得我今天讲了什么，
但我还是希望这些唠叨，可以
让你们少撞南墙。”马杰用“三
颗心”来寄语毕业生，要保持一
颗进取之心，毕业不是学习的
终结，而是学习新的开始；要坚
守一颗责任之心，青春伴随着
激情与梦想，更伴随着责任与
担当；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感
恩是一种品德，她能散发出人
性的光芒，会感恩的人，一定是
一个豁达的人。

“祝你们‘仰天大笑出门去，
归来依旧是少年’！再见，亲爱的
同学们！I LOVE YOU!”致辞结
束后，马杰为毕业生颁发了毕业
证和学位证。据了解，云南大学
滇池学院 2018届毕业生共 4659
名，其中 234名毕业生荣获省级
优秀毕业生荣誉。

傣味大明虾、松茸鸡汤、藜麦
银鳕鱼滑配黑松露、炭烤牛排搭
配五彩野菌塔和各种食用鲜花经
过厨师的精美摆盘，透着一股“米
其林范儿”，这不是在高档西餐厅
的餐标，而是云南祥鹏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为本届南博会量身打造
的全新飞机餐。南博会上亮相后，
这份飞机餐将登陆祥鹏航空精品
航线和国际航线。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首次在
南博会上亮相的这份飞机餐叫

做“舌尖上的云南”，设计灵感和
取材是缘于这个季节云南的时
令野生菌和鲜花众多，飞机餐想
要通过精心烹饪将云南美食的
健康、养生推广出去，让更多人
知晓。

主菜诱人，下午茶茶点也非
常精致。在祥鹏航空推出的飞机
餐下午茶中，一口就吞下的小火
腿饼、小鲜花饼让人吃了没负担，
而飞机造型的曲奇饼干，萌萌的
造型让人舍不得下口。

南博会上“云上空港”秀出招商引资新内涵

从“临空”入手 挑选空白产业

“舌尖上的飞机餐”亮相展会
逛展喽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展台的模拟飞行程序训练器和两
轴全动模拟战机非常吸睛，航空
爱好者还可以亲自上阵体验感受
驾驶乐趣。

模拟飞行程序训练器的屏幕
和各种按键与波音 737一致，对
操控要求相对专业。而旁边的两
轴全动模拟战机操作相对简单，
完全可以满足“飞行小白”的娱乐
乐趣。“启动后，油门杆推到底，中
间的飞行操作杆控制前后左右，
脚踏板控制飞机左右转向。”工作
人员将操作知识简单告知后，记
者体验了两轴全动模拟战机。系

好安全带，按下绿色启动键，屏幕
开始出现跑道线，油门杆推到底
后，“飞机”开始全速滑行，随后记
者将操控杆向后拉伸，飞机离地
起飞，模拟器将滑行的颠簸、失重
感模拟得十分逼真，随后不断提
升高度，再回到平衡，一旦操控杆
或脚踏板拨动幅度过大，“飞机”
失去平衡，可呈现出 90度的偏
离，短短的 5分钟飞行让记者体
验到了飞行员的紧张和难度。虽
说是第一次体验，但是如此逼真
地感受到模拟战机在空中的状
态，不得不说非常过瘾。

本报记者闵楠赵丹青文/图

全动模拟战机 体验飞行很带感

本报讯（记者 赵丹青）昆明南
二环将于 6月 23日零时起开始大
修，届时将封闭大观河至石虎关段
施工，前往昆明长水机场乘坐飞机
的旅客将受到一定影响。日前，昆明
机场召开南二环提升改造期间机场
地面交通保障宣贯会，介绍车辆保
通、绕行方案及路线，公布计划新增
值机、安检窗口保障旅客顺利乘机
便民措施。长水机场建议，南二环提
升改造期间，旅客最好在航班起飞
前3个小时出发前往机场。

自驾:
西市区旅客前往机场时间

将翻番
此次提升改造的南二环是昆

明西片区市民前往长水机场主要
交通道路，全断交后不仅对市民旅
客前往长水机场造成一定影响，还
会因车辆分流而造成一定拥堵增
加前往机场的时间，以往 30至 40
分钟就能到机场，全断交后市民旅
客将花费在交通上的时间达1个半
小时左右。

地铁:
根据客流增开地铁班次

针对机场地面交通运输可能
带来的影响，昆明机场积极与各单
位联系协商保障旅客正常到港和
离港。据昆明机场场区管理部运行
控制室主任李晓东介绍，目前地铁
6号线每天共运营131趟次，运送旅
客 1.8—2.1万人次，发车频次为 15
分钟；地铁 3号线高峰时段发车频
次是 6分钟，非高峰时段发车频次
是8分钟。下一步，昆明机场将与昆
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协商，根据东
部客运站换乘站点的实时客流量
监控情况确定临时加开地铁运行
班次，缩短间隔时间。

出租车:
及时向的哥发布机场车

辆需求信息
为避免出现出租车断档情况，

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与场区管
理部建立了信息联动机制，及时向
出租车驾驶员发布机场车辆需求
信息。同时，由场区管理部制定出
租车应急蓄车方案，并在航班高峰
期做好旅客离港交通疏散工作。

同时，昆明与机场高速路公司
建立了道路保通联动机制，确保通
行顺畅。在新昆嵩高速开通后，沪
昆铁路跨线桥将是连接长水机场
至滇东南等地的重要通道，在南二
环提升改造期间，进入机场或借道
通行的车流量将会增多，或将导致
新 320国道、沪昆铁路跨线桥和机
场长港路交通拥堵。为此，经协调，
沪昆铁路跨线桥与新320国道交叉
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管控交由云南
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交警支
队管理，车流高峰期将手动调控交
通信号灯并及时安排警力疏导现
场交通。

空港快线：
部分车辆线路和时刻将调整

空港快线西部客运站专线、滇
池大酒店（5号线）也因南二环全断
交大修将调整线路及发车时刻，从
绕城高速前往长水机场。针对高速
路收费空港快线是否会涨价的问
题，云南机场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的吴国栋表示，车票价格按原价执
行，不会将高速路费分摊到旅客的车
票上。同时，因为空港快线车型较大，
不方便通过拥堵路段，后期将会根
据实际情况增开商务车保障通行。

据悉，长水机场将迎来暑期高
峰，为保障旅客及时登机，昆明机
场将计划增加值机柜台和安检口，
同时市民朋友可提前在火车站及
小西门南疆宾馆站点打印登机牌。
同时，为避免堵车而误机，市民旅
客可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提前 3
个小时出发前往长水机场。

昆明南二环大修在即

赶飞机
提前3小时出发

食堂阿姨抖勺比抖音更专业 图书馆占座丢本破书跑不了

滇池学院院长幽默毕业致辞引暴赞

近日，超两万名徒步爱好
者齐聚安宁太平新城，参加徒
步太平第三季第一站活动。选
手们年龄为 1岁左右的小朋友
到 70多岁的老年人，10公里路
程起点为玉龙湾公园内的老
昆明城，终点为光崀大村。活
动当天，主会场举办了万人品
粽子、“寻找老昆明味道”美食
街、赛龙舟表演等丰富多彩的
系列活动。“太平新城，通过徒
步等系列活动，传承传统文
化、进行城市营销、积累城市
文化脉络。”太平新城街道办
主任王志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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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杨林3个桃子卖了56999元

张正友种出了“桃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