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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6月 28
日，云南滇中新区举行2021年上半
年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国药控股云
南有限公司医药健康产业园、先导
（昆明）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滇中新
区先进计算中心等 10个产业类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75.6亿元。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赵学锋宣布项目集中开
工，并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和向群、中国医药集团副总经理曾
兵等为集中开工项目培土奠基。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0个，
总投资75.6亿元，全部是产业类项
目，涉及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新材料等高端现代产业，将
为滇中新区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
力，对推动新区壮大产业集群、促

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
先导新材料产业园将致力打造全
球最大的稀散金属材料科技中心；
云南凯瑞特移动破碎机制造项目
将成为国内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
国药控股项目将联合国药中生和
中国中药板块，着力打造集“产、
研、储、销”为一体的医药健康产业
园，凸显产业集聚效应，有力推动
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李树勇在致辞时表示，
这些项目的落地开工建设，是新
区助推全省打造世界一流“三张
牌”和“5+8”产业的具体举措，也
是新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的生动实践。新区上下将
以本次项目集中开工为契机，吹

响项目建设“冲锋号”，按下项目
建设“快进键”，精心组织，科学高
效推动项目建设，全心全意为企
业发展、项目推进提供最优质、最
便捷的服务，力争开工项目早日
投产达效，持续为新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蓄积强大潜能，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夏生安主持仪式。新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段宏波，新
区党工委委员、安宁市委书记、安
宁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张勤勋，昆
明市和滇中新区招商顾问邵刚出
席活动。开工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集中开工项目名单

生物医药产业类项目1个：国

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医药健康产
业园。

装备制造产业类项目5个：云
南凯瑞特移动破碎筛分装备制造
项目、工业与公共环境安全监测装
备产业化项目、云南盛基科技装配
式建筑及非标设备项目、安宁成荣
化工原料有限公司集成式电气设
备生产基地项目、安宁皓惍商贸新
型绿色建材项目。

新材料产业类项目2个：先导
（昆明）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项目、云
南氟磷电子科技磷肥副产氟硅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

电子信息产业类项目1个：滇
中新区先进计算中心（一期）项目。

教育类项目1个：昆明文理学
院二期建设项目。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6月28
日，云南滇中新区召开 2021年上
半年招商引资大会，举行重点项目
扶持政策兑现仪式、招商引资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近 40个企业家代
表参加活动。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赵学锋颁发政策兑现证
书，并见证签约。

此次招商引资大会是滇中新
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支持滇中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
省委、省政府昆明现场办公会精神
的举措。

在重点项目扶持政策兑现仪
式上，滇中新区向 12个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兑现约4亿元扶持奖励。
这些项目是：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
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云南创视界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先导新材料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大益微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云南天江一方药

业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
（昆明）有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昆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凝慧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云南栢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欧铂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云
南沪滇应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上，共有25个项目集中签约，投资
协议总金额约260.8亿元。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段宏波在主持活动时表示，滇中
新区将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营商
环境，增强发展新动力，构筑竞争
新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
有效的举措、更加优惠的政策、更
加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更
好环境，共同谱写互惠互利、合作
共赢的新篇章。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李树勇、夏生安，新区党工委委
员、安宁市委书记、安宁工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张勤勋参加活动。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高位推动下，滇中新区紧
扣自身发展实际，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项目建设为抓手，脚踏实地、
全力以赴推动产业培育大提质、发
展质效大提升，一批投资额度大、
辐射带动强、社会效益好的重大项
目相继落地开工建设，为新区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滇中新区先后引进北汽、东风
汽车等 16家“世界五百强”，京东
方、中国医药等15家“中国五百强
企业”，累计引进项目476个，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292个。不少项目弥
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的“空白”：中石
油 1300万吨炼化项目建成营运，
彻底改写了云南“缺油少气”的历
史；“三整车一中心”全面投产运
营，实现了云南轿车制造“零”的突

破；中关村电子城建成并引入项目
50多个；京东方建成国内唯一的
同类型显示器生产线；康乐卫士项
目填补了我省重组蛋白疫苗产业
空白；中国中药滇中新区产业园成
为我省首个获批的中药配方颗粒
生产项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安
宁市新开工项目40个，总投资107.64
亿元；嵩明县新开工项目32个，总投
资123.15亿元；空港经济区新开工项
目18个，总投资94.14亿元。

加上6月28日的10个项目集
中开工，滇中新区今年上半年累计
开工 100 个项目，总投资达到
400.53亿元，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物流、房地产、社会民生、市政配
套等领域，将掀起新区新一轮开发
建设热潮。 本报记者喻劲猛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熊瑛
李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滇中新区各地开展了主
题鲜明、形式多样、干部群众喜闻
乐见的系列活动，营造浓厚氛围，
庆祝“七一”。

滇中新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制作宣传海报 900余份，在新
区管委会大厅、电梯、楼道、会议室
等公共区域张贴宣传。举办“滇中
先锋·跨越建功——建党 100周年

‘信仰的力量’”演讲比赛暨巡回演
讲活动，7名优胜选手入选巡回演
讲团，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新区“好
声音”传递到新区各地。举办“滇中
先锋·跨越建功——‘百年党史忆
初心’”知识竞赛，新区广大建设者
踊跃参赛。开展“滇中先锋·跨越建
功——红船杯”系列征文宣传活
动，征集新区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心得体会文
章及分享身边涌现出来的感人故
事。积极推进“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百姓宣讲活动，制作精选参
赛视频9个。

滇中新区机关党委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观看话剧《我的闻先生》，缅怀
革命先烈，学习革命精神。新区总工
会组织干部职工观看交响音乐会《共
和国力量》，感受共和国的别样风采。
新区各级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开展

“永远跟党走”教育活动51次、“传承
红色基因”教育活动36次、“学习先进
典型”教育活动17次、“红色故事大家
讲”教育活动74次。

空港经济区在所属社区开展
了“党史宣讲百县千乡万村行”活
动，实现基层党史专题宣讲工作
全覆盖。空港第一小学举行“学党
史 强信念 跟党走”主题少先队

队会及专家培训活动，让少先队
员深入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历
程，探索感悟民族精神，明确目标
使命。

安宁市精心安排部署了 9大
系列活动，通过组织专题展览和先
进典型学习宣传、开展系列文化活
动和举办主题晚会、创作推出文艺
作品和出版物等，营造浓厚社会氛
围。全市 9个街道举办“爱我安宁·
颂我中华 和谐大舞台”系列文艺
汇演。青龙街道打造“一圈、两线、
三篇”教育环线，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新村社区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将帮困助困、社区服务送到
家；县街街道打造党史题材滇剧在
基层演出。

嵩明县举办文艺演出、主题展
览、红歌比赛、红色经典诵读、知识
竞赛等丰富多彩的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表达兰茂故里人民对中国共
产党的热爱。

来自嵩明各地的群众合唱队
伍，以昂扬激情唱出对党的祝福，
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共庆党的百年
华诞。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为主题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
上，声情并茂、激情洋溢的朗诵展
现着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歌颂着
国家的繁荣昌盛。

嵩明县组织开展“寻足迹 忆
党史 明初心”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定向穿越赛、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

“红土地之歌”演讲大赛、“童心向
党 阳光下成长”师生艺术节、“百
年党史践初心 学习强国伴我行”
知识竞赛等，一系列形式多样、主
题鲜明的宣传活动，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营造了浓浓的
氛围，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党爱
国热情。

6 月 28 日，嵩明县精心录制
《百年华诞谱新篇 最美歌声献给
党》主题“快闪”，在我省各大媒体
平台发布，来自全县教育、金融、医
疗卫生、机关企事业等行业领域的
200多名代表，用饱满的热情唱响
《在灿烂阳光下》《唱支山歌给党
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3
首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充分展现
嵩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民族团结
进步新面貌。

6月 21日、22日，中国共产党
安宁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
党嵩明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分别
召开。出席会议的两地代表认真履

职，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开好局起好步，为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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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近
日，滇中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党
支部赴省档案馆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 弘扬奋斗精神”现场学
习体验活动。

在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详细
讲解下，全体人员参观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红军长征过云南”
两个主题展，观看了中央档案馆
馆藏珍贵档案、云南省档案馆馆
藏档案文献和图片，重温了中国
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坚守初心使命、不断开
拓前行的光辉历程，并重温了入
党誓词。

活动中，支部全体党员深受
教育，大家围绕当前党史学习教
育、党支部建设工作等畅谈学习
心得。“历史是鲜活的，通过现场
参观学习体验，让我们进一步坚
定了理想信念，激励和鞭策我们
在今后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保持
奋斗精神，以实际行动走好我们
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努
力挖掘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把
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奋发
图强、开拓前进，在纪检监察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作出新
的贡献。”

参观学习结束时，大家纷纷
表示：要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中砥砺奋进、笃定前
行，在工作岗位上真抓实干、奋
发有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把革命精神发扬好，奋斗建
功新时代，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党支部
开展学习体验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奋斗精神

本报讯（记者熊瑛
周凡 摄影报道） 6月
24日，昆明市首批北
汽 EU7新能源警用车
交车仪式在昆明会堂
前广场举行，新能源
汽车正式批量服役昆
明警务系统。

此次交付的新能
源警用车续航能力不
低于 450公里，能够满
足日常警务、公务执
勤需求，还将为今年
10 月在昆明召开的
COP15提供可靠的车
辆保障。

集中开工项目进行培土奠基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周凡
熊瑛 见习记者 舒珺珩）在喜庆建
党100周年之际，滇中新区党工委
组成多个慰问组分别走访慰问农
村社区生活困难党员，向他们送上
党的关心关爱和亲切问候。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赵学锋率队深入复兴社区复兴
小组和大村小组，看望慰问困难党员
马存宝、李旺。马存宝同志今年 83
岁，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学锋
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为其佩戴在胸前。李旺今年80岁，也
是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与二
老的促膝交谈中，赵学锋分别询问了
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了解困难和
要求，回顾入党、工作等经历，并提醒
他们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庆祝大会。赵学锋说，老党员在党时
间超过半个世纪，青壮年时期，为党
和国家事业、为人民群众幸福，奉献
多、牺牲多，做出了贡献。党和国家对
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的生活十分
关心。赵学锋要求，空港经济区和复
兴社区要认真落实农村老党员有关
待遇，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关心照顾
好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让老党
员能够健康长寿、发挥余热。

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
委书记代永林率队来到长水社区

秧草凹小组，看望慰问79岁的老党
员宁文龙。宁文龙同志196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代永林与老人亲切交
谈，拉家常、问冷暖，了解他的身体
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并为其
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永
林说：“你们为党和人民做了贡献，
要保重身体，保持良好心态。”他要
求社区多为老党员办实事、解难
事，用心用情照顾好老党员。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夏生安率队来到位于乌西社区
西冲的杨存英老人家中看望慰问。
杨存英同志今年已经 89岁高龄，
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生安
搀扶她坐下，亲切询问饮食起居、
买药治病等情况，并要求社区多关
心老党员，要经常上门看望、做好
服务，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段宏波率队深入中对龙社区老党
员李桂珍和唐友福的家走访慰问，
分别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滇中新区党工委慰问组还实
地走访慰问了其他多位生活困难
的老党员。老党员们纷纷表示，感
谢组织的关心关怀，衷心祝福党的
百年华诞，将主动发挥余热，支持
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永远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

新区党工委慰问组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

开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情况 本报记者 周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