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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行业迎来创新窗口期

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滇中新区正在全力打造云南最
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建设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

如何进一步推动滇中新区经
济创新发展？打造政策“洼地”，凝
聚先进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商
流、资源流，进一步形成产业集聚
效应，培育优势发展板块、主导产
业集群和发展新动能，将掀起新区
新一轮建设高潮。

近日，为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
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滇中新区
在学习借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
四川天府、重庆两江等18个国家级
新区，在对比省内的自贸区昆明片
区、昆明高新区等省内园区的基础
上，研究出台了政策扶持力度全省
最优、在19个国家级新区中极具竞
争力的一系列招商引资支持政策，
形成“1+N”政策体系，打造招商引
资政策“洼地”。

“黄金十条”推出“惠企”大礼包

在“1+N”政策体系中，“1”是
滇中新区招商引资的“黄金十
条”，即《招商引资促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支持政策》，是产业发展
的普适政策。

作为共性政策和统领性文件，
“黄金十条”明确了此次政策制定
的总体目标、政策框架和适用范
围，相对以往的扶持政策，更加体
现政策“洼地”作用。

该政策主体部分分为实缴注
册资本条款、入区贡献条款、招商
中介条款、人才扶持条款、企业扩
大投资条款、稳存量添增量条款、
产业协作条款、进出口条款、融资
扶持条款、高新技术产业条款等10
条，共37款支持政策。

其中，实缴注册资本内资最
高可奖励 2000万元、外资最高可
奖励 5000万人民币；对新区内落
地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改扩能的，
分别给予单项最高 500万元奖励；
鼓励企业升规发展、提速增量、产
业协作采购和扩大进出口贸易，
按照产业类别和贡献给予阶梯式
奖励，最高可得到 800万元奖励等
条款，将进一步增强广大企业家
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黄金十条’着眼于新形势、
新任务、新发展的要求，深入推动
行政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坚持

重点产业促进和共性产业发展相
结合、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相结
合、扶持增量和优化存量相结合，
重在构建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体系，体现了最明、最简、最
优、最特、最易的特点，针对性非常
强。”滇中新区经济发展部招商合
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在适
用范围、目标导向、发展阶段、政策
门槛、政策额度等方面都进行了明
确的量化，保证企业在各阶段能享
受到的扶持政策一目了然。”

重点产业发展形成“一产一策”

政策体系中的“N”，是指重点
产业扶持政策。按滇中新区产业
发展导向，在普适性产业政策的
基础上突出重点产业，制定了重
点产业专项支持政策，作为“1”的
有效补充，形成重点产业发展“一
产一策”。

在此次政策制定过程中，滇中
新区根据产业发展重点，先期出台
了生物医药、金融业、总部经济、外
资外贸等4个专项政策。

据介绍，《云南滇中新区促进
金融业发展扶持办法》为金融机构
在新区集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吸

引集聚优质金融资源，助力新区高
质量发展。该办法为新区内不同类
别、不同层级的金融企业提供“三
奖一补贴”，扶持力度大、类别多、
覆盖面广。“三奖”包括落户奖、经
营贡献奖、专项业务奖；“一补贴”
是指办公用房补贴。

《云南滇中新区促进总部经济
发展支持政策》体现了滇中新区主
动服务市场经济、服务于企业的的
诚心与决心，通过服务于现行经济
形势下的企业真实需求，服务于成
长型企业的落地诉求，服务于进步
型企业的激励要求，在企业落户、
经济贡献、企业发展、人才引进等
方面制定了优惠政策，进一步引
进、扶持和培育总部企业，推动新
区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云南滇中新区促进外资外贸
企业发展支持政策》是全新出台的
支撑政策，其中明确了贸易额奖
励、物流奖励、企业出口创汇奖励、
外资企业扶持政策等方面。此项政
策对目前受疫情影响，面临经营挑
战的外资外贸企业来说，无疑注入
了一剂强心针，也体现了新区在疫
情之下稳外资稳外贸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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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嵩明五条沟村，一眼望
不尽的牧草种植基地，村民正在
劳作，周边平整的路面上，两台崭
新的吸粪车刚刚把从养殖场内收
集的粪污排入牧草基地旁的沉淀
池……五条沟村用产业振兴和守
护绿水青山的实际行动，书写小康
生活的优美画卷。

村民李丽娟说：“以前的五条
沟哪里有现在的样子！道路又窄又
破，有些路段一下雨就走不了，池
塘的水也是又臭又黑。现在，村内
绿树多了，居住条件住也改善了。
更重要的是，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五条沟的产业发展之路，竟来
源于村民的一次抱怨：因多年来沼
液处理不彻底，一到雨天沼液池散
发的难闻气味让村民苦不堪言，大
家便“组团”去村党总支办公室“告
状”。村党总支经多方了解，发现这
在全县都是一个大问题，同时，对

“厕所革命”和乡村生态也会造成
非常大的障碍。

经了解，国内有一种“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项目”，不仅可以处
理沼气液、尿液，改善周边生态环
境，还能为村小组创造不菲的收
益。2021年 2月，该项目得以正式
落地，村集体与4家养殖场签订粪
污收集处理合同，每天最高可处理
粪污100余吨，每年可创造85万元
收益。负责开吸粪车的一位司机
说：“你看，村庄没臭味了，我也不
用出远门打工了，每周定期跑一
趟，加上平时去附近打点零工，每

个月收入两千多，这日子比以前可
好多了。”

勤劳致富的路越走越宽广。五
条沟村党总支书记马寿福一次到
养殖场收集粪污时了解到，小街镇
有4个养牛场每天需要70吨草料，
去哪儿找优质草料的供应商可把
养殖户们愁坏了。马寿福说：“我们
村有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和闲置
的 2000多亩山地，合在一起不就
是为养殖户们量身准备的优质草
料吗？”马寿福第一时间组织召开
户主大会，向村民介绍项目相关情
况，并和大家协商，将村内闲置的山
地收回用于牧草种植。当听到一亩
地一年有将近1800元的收入时，大
家纷纷表示愿意出让土地种牧草，
不少老人还希望去种植地打工。

第一期牧草已于今年 3月开
始种植。吸粪车定时到养牛场拉沼
液，把沼液运回牧草基地旁的沉淀
池，经沉淀、发酵、兑水变成有机肥
料给牧草施肥。村民们细心养护此
前从未种植过的植物，很快在7月
收割了第一批110亩、350吨牧草，
为村庄带来8万余元收益。马寿福
介绍，牧草一年能够长4茬，首批牧
草出售价格偏低，后续一期、二期
350亩牧草种植业务开展后，每茬
能够带来40万元左右的收益，一年
能获得160余万元的总收益。

加入牧草种植的村民李学文
说：“真没想到，撂荒的土地还能
带来新收入，乡村振兴让我们越
过越好！” 本报记者李桀舒珺珩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8月 21
日下午，为做好云南省花卉产业要
素市场化资源配置改革试点有关
工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岳修虎率队到滇中新区实
地调研考察鲜花小镇拟选址地点
情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杉松园
片区、长水机场南工作区、李其片
区，实地查看拟选址地点现状、交
通、规划等情况，听取滇中新区规
建部规划处对 5个备选地点的情
况汇报，并进行分析比对。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副主任赵学锋向调研组表
示，新区高度重视云南省花卉产
业要素市场化资源配置改革试点
有关工作，将全力配合好鲜花小
镇的选址和后期用地、基础设施
建设、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主动
做好服务，确保项目尽快落地见
效，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吴跃庆参加调研。滇中新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段宏波陪
同调研。

省发改委到新区调研鲜花小镇拟选址情况

“行远道者假于车，济江海
者因于舟。”不论是现在增强发
展能力，还是未来拓宽发展空
间，其成败都跟招商引资与扩大
开放息息相关。为使滇中新区这
方投资热土更富魅力、更有活
力、更具磁力，云南滇中新区近
日重磅出台的“1+N”系列政策，
就是注重拓宽多维度招商视野，
区分政策对不同领域客商的“吸
睛点”，打造招商“强磁场”，聚势
引资“金洼地”，切实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开新局、谋新篇。

“1+N”系列政策的“1”，是
指支持产业发展的普适政策，相
对以往的扶持政策，更加体现政
策洼地作用；“N”是指重点产业
扶 持 政 策 ，作 为“1”的 有 效 补
充，形成重点产业发展“一产一
策”。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真金
白银”的专项硬核政策，既表明
了滇中新区招商引资的决心和
诚心，同时也证明了滇中新区
正向投资洼地、创业福地、发展
高地蓄势赋能。

“1+N”系列政策，主要体现
“鲜、实、准”3 个特点：“鲜”主要
体现为政策的鲜明性。与新区历
年纵向比，扶持力度是最大的；
与省内外横向比，扶持力度全省
最优，在全国19个国家级新区中
极具竞争力。“实”主要体现为政
策的操作性。制定“真金白银”政
策，“实缴注册资本内资最高可
奖励人民币2000万元、外资5000
万元”等字眼着实吸引眼球。

“准”主要体现为政策的针对性。
根据新区产业发展重点，出台了
生物医药、金融业、总部经济、外

资外贸等N个专项政策。
“1+N”系列政策，也是新区

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
升实体经济存量、增量和质量最
直观的体现。坚持重点产业促进
和共性产业发展相结合、普惠政
策与特惠政策相结合、扶持增量
和优化存量相结合，重在构建新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其在适用范围、目标导向、发展
阶段、政策门槛、政策额度等方
面都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保证企
业在各阶段能享受到的扶持政
策一目了然。

汉文帝变“抑商”政策为“惠
商”政策，下令“开关梁，弛山泽
之禁”。这些措施实行后，出现了

“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
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
如今，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滇
中新区，正处于急需加快发展、
率先发展，深入建设面向南亚东
南亚辐射中心的阶段，着眼打造
全省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形
成带动、撬动、联动滇中乃至全
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核心引
擎等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大力
发扬古人重商、亲商、爱商、富商
传统，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引进更多优质企业参与新区
发展。要按照强什么增什么、差
什么引什么、弱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有针对性地开展“补链、延
链、强链”招商引资工作，延长产
业链配套项目。

树木盛则飞鸟集。抓好招商
引资工作，核心是要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不断提升投资吸引力。
我们一定要破除“坐而论道”“纸

上谈兵”的思想，千万不能把“筑
巢引凤”变成“守株待兔”。再说，
招商引资好与坏、快与慢都直接
关系到新区今后几年乃至更长
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
量。所以，我们要树立埋头苦干、
任劳任怨、真抓实干精神，把招
商引资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
在手上，真正以项目建设论政
绩，以招商引资论本领。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
路更陡。今天的招商支撑明天的
项目，今天的投资决定未来的发
展。站在新的起点上，滇中新区
实现“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精彩
开局时不我待。我们要进一步强
化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以国家
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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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契
机，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
一抓到底的狠劲、一以贯之的韧
劲、一鼓作气的拼劲，在招商引
资工作中发扬“钉子”精神，在优
化营商环境上践行“店小二”理
念，重点围绕开放合作空间、营
商环境、招商引资等发展要素久
久为功、绵绵用力；以引进主导
产业为重点，实施上、中、下游项
目一起引，延伸产业链条，培育
领军企业，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抢”商“夺”资，为新区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切实让新
区成为“淘金”宝地、兴业天堂，
成为吸附力巨大的磁场，不断聚
人气、集财气，让越来越多的知
名企业慕名入驻新区。

本报评论员 尤祥能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本报讯（记者熊瑛）在安宁东
湖公园湖面正中，有一个小岛，从
高空俯瞰，形似心形，因而得名“湖
心岛”。湖心岛在公园建设之初即
同步建成，面积约5.4亩，岛上树木
葱茏茂盛，为鸟类繁衍生息提供有
利环境。池鹭、白鹭、野鸭、辟鸟 、长

脚秧鸡等十余种、千余只野生鸟类
常年在此筑巢、栖息，让东湖公园
充满了灵气和野趣。

秋意渐浓，千只水鸟在安宁水
碧天阔的优美环境中展现优雅身
姿，一声声清脆长鸣，为即将到来
的COP15大会增添亮色。

本报讯（记者 熊瑛 舒珺珩 实
习记者杨子摄影报道）日前，云南
祥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磷石膏综
合利用项目 200万吨/年水洗净化
装置正式试车投产，标志着我省磷
石膏综合利用迈出实质性关键一
步。此项目被列入安宁市工业资源
综合利用基地建设重点项目，分 4
个板块：磷石膏预处理、水泥缓凝
剂生产、石膏建材生产以及化工建
材生产，总投资 7.1亿元，总规划占
地面积 857.33亩，其中主装置区占
地425亩。

该项目自2020年动工开建，目
前已建成磷石膏输送系统、水洗净
化系统及锻烧系统。磷石膏综合处
理预处理“水洗环节”进入试投产阶
段。据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星介绍，预计在2021年
11月陆续投产，2022年6月30日前
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磷石膏利用
量达 200万吨/年，为企业带来 6500
万元年收益。

据悉，该项目采用行业最先进
水洗净化、无害化处理及再生循环
技术，提升磷化工产业转型升级、集
约化、产业化、绿色化综合利用。

本报讯（记者李桀）近期，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2021年乡村
建设评价工作部署暨视频培训会，
云南省 3个县入选全国乡村建设
评价试点县，其中，嵩明县上榜。

日前，嵩明县召开乡村建设评
价工作动员会暨现场启动会，正式
启动嵩明县乡村建设评价工作。据
介绍，目前，嵩明县制定了全县乡
村建设评价工作方案，对乡村建设
评价工作进行了专项部署，对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任务分解。

记者从会上获悉，乡村建设评
价工作是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的重要抓手。开展评价工

作，全面掌握乡村建设状况和水
平，深入查找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并找到有针对性的措
施，有助于嵩明顺应乡村发展规律
推进乡村建设。

此次评价从发展水平、农房
建设、村庄建设、县城建设等 4个
方面 71个指标体系对县域乡村
建设进行一次“全面体检”，评价
工作包括数据采集、问卷调查、
现场调研、分析评估、形成评价
报告等步骤，评价的成果将作为
编制“十四五”乡村建设相关规
划、制定政策、年度计划和项目
库的重要依据。

嵩明入选全国乡村建设评价试点县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通讯员
陈旭涛）近日，由空港投资集团建
管公司代建的空港时代中心项目
喜获2020年度昆明市“房屋市政工
程质量标准化工地”和“建设施工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两项称号。

空港时代中心项目规划总建
筑面积为 23.67万平方米，共设计
7栋建筑，包括集中商业、高层公

寓、高层酒店、商业裙楼、地下商业
及地下车库。

该项目自 2019年开工建设以
来，空港投资集团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和质量标准化管理，认真贯
彻实施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和
规范，通过开展生产竞赛、进行工
序优化等措施，全力完成军令状
目标任务。

■ 喜讯

空港时代中心项目获昆明市2个奖项

走进乡村看小康

滇中新区着力打造
招商引资政策“洼地”

□ 本报记者喻劲猛

嵩明五条沟村
种草养牛实现生态循环经济发展

千只水鸟诗意栖息为COP15添亮色

安宁磷石膏综合项目
200万吨水洗净化
装置试车投产

在滇中
Central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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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和志愿者们在收割牧草 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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