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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项重大项目
预计投资6479亿元

《规划》目标的落实，需要重大
项目储备支撑。

“十四五”期间，滇中新区将一
如继往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
发展，围绕综合交通、产城融合基
础设施、生态环保、新型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体系、产业发展等六大领
域推动项目建设，谋划推进重大项
目502项，预计投资6479亿元。

新区将加大机场、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轨道交通、市政骨干道路等重大项
目建设，到2025年形成辐射滇中、
面向全国、通达全球的交通门户枢
纽，有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
动滇中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区将加强与昆明市基础设
施体系的衔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
功能，到 2025年建成与社会相适
应的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
备、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城市市政基
础设施体系。

新区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
战略，推动新区全面绿色转型发
展，在国家级新区中争当生态文明
建设新标兵。

新区将坚持“新基建”与产业
发展、片区开发、新城建设相互融
合、一体发展，积极布局 5G、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科创
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带动智
慧新区、数字新区建设，促进新经
济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

新区将不断健全教育、医疗卫
生、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
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到
2025年，在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上

持续取得新进展，最终实现 15分
钟社区生活圈，打造“家门口”服务
品牌。

新区将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加快形成特色
鲜明、技术先进、绿色安全、动态迭
代的现代化新型工业体系。到
2025年，5大现代制造业集群主导
的工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自主创
新能力显著提升，开放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模式
广泛应用。

实施园区“365”行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为推动重点园
区高质量发展，滇中新区将紧紧围
绕园区作为“经济发展主平台、改
革创新主战场、开发开放主阵地”
三个定位，实施园区“365”行动
——聚焦“现代制造示范”“国际经
贸交流”和“特色产业创新”3大核
心功能，狠抓“产业立园、创新强
园、开放富园、基建拓园、绿色满
园、改革兴园”6大工程，建成“经
济规模高能级、创新能力高水平、
集约发展高标准、绿色建设高品
质、开放合作高层次”为显著特征
的“5高”新型园区。

到 2025年，新区重点园区将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
番，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不低
于 20%、12%、18%，新增 2个省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4个产值规
模超500亿的特色现代制造集群，
新增国家级高新区1家，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达100家以上。打造更加
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
商环境，实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3
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00亿
美元。

云南滇中新区高起点规划
推动“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毛若愚 云南滇中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产开发事
业部副经理

刘 然 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主办

刘建林 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三级主办

孙孟婷 云南滇中新区党群工
作部工作人员

李昕悦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滇
中新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一级行
政执法员

何家宝 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
区政法委员会信访办公室主任

项目完工后，全村通水试用一
个月，村小组干部挨家挨户查缺补
漏，询问“水龙头是否出水？水量够
不够？管道会不会漏水？”再逐一及
时解决。村民各家还装上了智能水
表，配套户表水卡，首度执行缴纳
水费。

对此，村民们不但没有抵触，
反而乐意配合。据了解，小邑村的
水表和早就用上自来水并缴纳水
费的村庄不同，实现“一表一户一
卡，专表专卡”——村小组配备一
台电脑和充卡设备，村民只需走
几步路就能充卡，打开自家水表
刷一下，水龙头就能出水了，每吨
水收费 2元，省去繁杂的收水费
流程。

段勇表示，智能收水费，不仅

为村庄未来的发展积蓄资金，也
是倡导“节约用水”的新生活理
念，“通过这次工程建设，村民们
达成了共识，应当更加珍惜‘龙潭
活水’，为村庄未来发展保持山水
活力。”

近日，附近村小组干部纷纷来
到小邑村“取经”，了解水网工程建
设过程，学习智能水表运用。通仙
桥村组干部表示，接下来要推进该
村水表改造，改变户户抄表收费
法，提升服务效率。

“以前不论做什么都要留意村
里水池是否蓄水，经常着急忙慌回
家囤水，干什么都要操心水够不够
用，现在可以舒舒坦坦地干事了。”
正在和老伙伴下棋的张大爹喜笑
颜开。

安宁市金方街道小西邑村

汩汩“龙潭”润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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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滇中新区“两优一先”表彰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中共云南滇中新区经济发展部支部委员会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云南滇中新区税务局机关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综合办支部委员会
中共云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机关支部委员会
中共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支部委员会
中共云南滇中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支部委员会

一、云南滇中新区优秀共产党员(6名)

二、云南滇中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6名)

闫永军 云南滇中新区规划建
设管理部党支部组织委员

闵 薇 云南滇中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工作部副
部长、第一党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

杨 波 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专职副书
记兼组织委员

杨梦桃 云南滇中创兴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兼
纪检委员

张利锋 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
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呼起超 云南滇中新区税务
局机关第三党支部副书记兼组织
委员

三、云南滇中新区“滇中先锋跨越建功基层党建示范点(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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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通讯员
豆洁摄影报道）自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以来，云南滇中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滇中城投”）深入贯彻“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精神，充
分运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扎实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走深走实，用实际行动增强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连通空港经济区滇兴街到大

板桥地铁站的人行小道，是周边
居民和职工往返地铁站的必经之
路，道路老旧。近日，滇中城投公
司启动了道路改造工作——对长
约240米的破损路面进行修复，加
装路灯、摄像监控，更换垃圾桶，
铲除路边杂草，种下桂花、银边

草、皇冠菊等绿植。道路改造过程
中，滇中城投公司第二党支部联
合第四党支部开展“学史力行办
实事，我为片区增新绿”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两个支部的党员身体
力行、志愿劳动。

经半个月改造，该人行道焕
然一新，极大地方便了周边群众
出行。

本报讯（记者李桀）日前，记
者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了解到，目
前，机场完成了Wi-Fi6（即第六代
无线网络技术）网络建设，成为国
内首家实现航站楼Wi-Fi6网络全
覆盖的机场。

据介绍，近年来，云南航空产
业投资集团通过搭建人脸识别系
统和人像数据平台，在昆明机场
新增 20 台刷脸自助行李托运设

备、33 台刷脸自助安检验证设
备、49 台立式刷脸自助登机设
备，实现值机、行李托运、安检、登
机全流程刷脸出行。

此外，昆明机场全面试运行
RFID（射频识别技术）行李全流
程跟踪系统，行李标签自动识别
成功率从 93.53%提升至 98.14%，
人 工 分 拣 率 从 6.14% 降 至
2.02%；同时，还推动旅客全流程

服务微信小程序试运行，为旅客
提供航班信息推送、室内定位导
航、爱心预约、在线商城等多项
服务。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航空
产业投资集团保障运输航班起降
24.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2761.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20.5万吨。其中，
昆明机场保障运输起降 15.1万架
次，旅客吞吐量1821.3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18.0万吨。
下半年，云南航空产业投资

集团在完善航线网络方面将积
极拓展通程业务，持续提升响应
式中转服务品质，年底前实现

“行李直挂”100%全覆盖，加快推
进昆明机场容量评估终期评审
工作，力争昆明机场 T2航站楼及
附属工程初步设计评审工作年
内完成。

8月 12日上午 9点，家住昆钢
老小区的独居老人赵成龙家门铃
响起，打开门，安宁市政务服务中
心协同市人社局组成的 5人工作
组到访，专程为老人上门办理疫
情补助。

从核实情况、填写表格到完成
办理，十多分钟后，赵成龙老人领
到了补助经费，高兴得合不拢嘴。
工作组还进一步询问赵成龙生活
上面临的具体困难，并告知当前可
以获得的帮扶政策。“昨天，抱着试
试瞧的心态，拨通了你们的热线电
话，没想到今天就来给我落实了，
谢谢你们。”临行前，老人握着工作
人员的手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安宁市政务服务管
理局着重推出针对特殊人群的上
门帮办、代办服务，为因实际困难
确实不能到政务中心办事的老、
弱、病、残、孕且身边无监护人的特
殊群体提供热线预约上门帮办代

办服务。据安宁市政务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接到赵成龙电话后，
工作人员迅速确认情况，明确其特
殊人群身份，第一时间与市人社局
联系并组成工作组，在48小时内完
成上门服务。

除上门帮办、代办以外，该局
还落实多项措施便利特殊群体办
事，包括开设“绿色通道”，在市政
务服务大厅贴近特殊群体需求，为
残疾人设置低位服务台、窗口摆放
老花眼镜，设立免费复印、代办业
务、邮寄服务等，在原有绿色窗口
基础上，分别在综合窗口、市场监
督综合受理窗口、公安窗口、水电
气报装窗口新开设了 4个绿色通
道，优先服务老、弱、病、残、孕、军
人群体，为特殊服务对象群体提供
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
服务。

截至目前，安宁市人社局、市
民政局等 12部门共计 63项“就近

办”以及 9个街道 148项“上门办”
事项得以明确。下一步，安宁将完
善特殊群体上门帮办代办服务机
制，持续优化涉及特殊群体的各

项服务，提供有人情味、有针对性
的个性化服务，共享安宁市发展
成果。

本报记者熊瑛

8月 16日上午，嵩明县“农民
业校”学员马寻琳将一面印有“百
姓的贴心人，致富的领路人”的锦
旗送到嵩明县委组织部，以此感
谢嵩明县委组织部为她搭建电商
直播的学习平台。

马寻琳是小街镇积德村一名
80后“卖牛人”，1988年出生的她一
身闯劲，干着男人都倍觉辛苦的贩
牛生意。摸爬滚打3年多，马寻琳向
别人介绍自己，总爱说“我是个‘牛
中介’”。今年6月，她在村里的宣传
栏看到农民业校的调查问卷，“电商
直播”4个字让她萌生换种办法把
贩牛生意做大、做强的想法。

加入培训班进行系统学习
后，马寻琳在抖音和快手申请了
账号“马琳”，还尝试着做了两场
贩牛直播。现在，她的视频作品已
超过 300个，其中，3个作品的浏
览量过万，最高浏览量达到 8.6
万。到目前为止，有来自江西、湖
北、贵州、临沧、呈贡的7个外地老
板通过抖音联系她，对接生意。马
寻琳说：“以前，只想着把我的牛
卖到周边县区，没想到电商直播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全国各地的
人都开始知道我们嵩明的牛品质

好，这让我越来越有信心！”当越
来越多的同村人说“我在抖音上
刷到过你”时，马寻琳觉得，自己

“走对路”了！
嵩明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组织部在全县范围内
开办“农民业校”系列培训，以“集
中授课”与“送课上门”相结合的
形式，开展电商直播精品示范班、
普及推广班各 1 期，培训学员

1200余人，越来越多的群众从中
受益，走上电商直播之路。

未来，嵩明县将继续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培训内容，
继续挑选有潜力的学员进行重点
提升培训，力争培养出嵩明自己
的乡村主播团队，带动更多群众
参与其中，帮助更多嵩明人实现
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李桀

昆明机场实现航站楼
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全覆盖

为 民 办 实 事

安宁独居老人获上门帮办疫情补助服务

“牛中介”为嵩明农民业校“点赞”

本报讯（记者 熊瑛）“到公
园晨练，还能顺道学学党史，对我
来说挺方便的。”安宁市青年党员
刘坚告诉记者。日前，在安宁宁湖
公园，一道长达千米的户外“党史
长廊”正式建成，成为党员、群众
自我学习教育的“新阵地”。

该长廊以“重温红色历史，传
承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中国共产
党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
主线，用4个篇章讲述党的百年辉
煌奋斗史，将党史学习教育从室内
延伸至户外，对象从党员普及到群
众，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具活力。

滇中城投公司为滇中城投公司为
大板桥地铁站人行道大板桥地铁站人行道““换新装换新装””

本报讯（记者 李桀）日前，
嵩明县召开2021年减停产规上工
业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会办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协助企业提振信心、激活项目。

座谈会上，云南森汇食品有
限公司、云南博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昆明源瑞制药有限公司三
家企业代表负责人发言，分别介
绍了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对如何加
快嵩明工业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意
见和建议。

在听取企业所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后，嵩明县有关负责人表
示，嵩明将从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加大对企业技改创新的支持
力度、抓好下滑规上企业的稳增
长工作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落实
经济稳增长工作。通过加强引导
服务、政策服务、协调服务、要素
服务、预警服务等解决企业当前
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振企
业加快发展信心，营造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嵩明将加强沟通联
络，努力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
备；扎实落实降税减税的政策措
施，在资金物流，水、电、气等方面
加大扶持力度；协调相关单位帮
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加强服务，提升营商
环境，做好服务企业工作，多措并
举，为企业保驾护航、助力前行。

嵩明县召开减停产
规上工业企业座谈会

安宁宁湖公园
建成党史主题长廊

工作人员帮助赵成龙老人填写表格工作人员帮助赵成龙老人填写表格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马寻琳马寻琳（（中中））在农民业校参与小组讨论在农民业校参与小组讨论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村民打开自家智能水表箱刷卡取水村民打开自家智能水表箱刷卡取水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市民在宁湖公园了解党的发市民在宁湖公园了解党的发
展历程展历程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