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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新区 2021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暨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进会强调

突出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
确保高标准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5 月 17
日，滇中新区召开 2021 年上半年经
济运行分析暨招商引资重大项目
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昆明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和新区
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有关工作
指示要求，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
安排下步工作，确保高标准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和“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全力推进新区高质量发展。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赵学锋主持会议并讲话。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夏
生安、段宏波，新区招商总监张勇
军参加会议并发言。
会上，新区经发部汇报了上半
年经济运行、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
推进情况，安宁、嵩明、空港和新区
各部门汇报了各自工作情况。今年
一季度，滇中新区 GDP 完成 220.6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6% 。今 年 1—4
月，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同比
增长 14.1%；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本报记者 周凡 摄
资预计同比增长 25.7%。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新区经济
发展总体保持平稳恢复的运行态
势，但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与省、市
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新区作为
全省的重要经济增长极，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
发动机是新区上下工作的主线。要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昆明现
场办公会和新区工作会议精神，锁
定年度目标任务，紧扣经济增长这
个“中心”，聚焦产业发展，认清形
势、找准短板，分析原因、拿出举
措，克服一切困难，做到上半年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确保全年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

会议强调，要聚焦主业，突出
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两个“重点”。
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招
商引资作为第一要事、项目建设作
为第一抓手 。一要集中全力抓招
商，把招商引资放在各项工作的首
位，大打工业牌、产业牌，加强与自
贸区昆明片区、综保区及州市的联
动招商、联动融合发展，跨区域打
造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签
约、落地服务。二要千方百计扩投
资，做到抓重点、明责任、强会办，
确保上半年项目签约一批，落地开
工一批，对外合作一批，政策兑现
一批。
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落实
服务、要素和队伍“三个保障”。一
是抓企业服务，全力保存促增，做
到抓大不放小。二是抓好水、电、
气、通讯、交通等要素保障，增强载
体功能。三是抓好队伍建设，严格
督查督办，提振新区干部队伍精气
神，
把工作完成好，
把成绩干出来。

赵学锋率队赴安宁市调研时强调

打造滇中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引领区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5 月 18
日，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赵学锋率队赴安宁市调
研时强调，安宁市应打造成为滇中
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引领区、
产业高地、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滇中新
区太平新城、安宁职教园区、安宁
工业园区 3 个直管区，到重点项目
工地查看建设情况、重点企业调研
生产运营情况、新建园区了解项目
推进和招商引资情况，在安宁市城
市文化中心规划展览馆参观了解

规划情况。
在调研座谈会上，赵学锋听取
安宁市政府和新区 3 个直管区的情
况汇报后表示，安宁市应深入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昆明现场办公会
议精神，
聚力发展工业经济，
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
大力强化招商引资，
巩
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不断提
升城市品质，在新区的开发建设中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不断总结
经验亮点，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验区建设方面，持续
加大宣传力度。
“十四五”
时期，
安宁

市应努力打造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验引领区、产业高地、高质量发展
新引擎，为昆明市和新区实现高质
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赵学锋强调，安宁市在“十四
五”期间将实现高速发展，目前引
进的大项目、好项目多，签约、落
地、见效可能性大，要积极调整结
构、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多引入高
附加值、高税收项目，既要提升传
统优势产业，更要大力发展新兴产
业。依托较好的资源条件、人才支
撑，在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

产业方面有所作为。新区在经济政
策、财力支持、资源调配等方面将
加强统筹，全方位支持安宁加快发
展。安宁市要不断改革创新，强化
开放思维，在外经、外贸、外资方面
取得新突破，在碳中和、碳达峰和
相关产业链开发上取得新突破，在
新区发挥试验引领、产业高地、发
展引擎作用。
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夏生安、段宏波参加调研，新区
党工委委员、安宁市委书记张勤勋
陪同调研。

滇中新区开展
“信仰的力量”
主题演讲大赛
本 报 讯（记 者 熊 瑛 肖 永 琴）
5 月 19 日，
“ 滇中先锋 跨越建功
——
‘信仰的力量’”演讲比赛初赛
开幕，来自云南滇中新区机关单
位、学校、社区、企业多个领域 48 名
选手激情演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献上新区
“好声音”。
滇 中 新 区 党 工 委 副 书 记、管
委会副主任赵学锋出席活动并致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奋斗精神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为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持续
深入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5 月
12 日，云南滇中新区行政审批局
党支部联合昆明空港投资集团第
二党支部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奋斗精神”5 月主题党日现场
教学活动。
两个党支部近 30 名党员到
石龙坝水电站，分别参观水电站
博物馆、战备防空洞、原生产车间
厂房。石龙坝水电站是我国第一
座水电站，也是云南早期中共组
织活动的重要革命遗址。这里的
一砖一瓦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
斗的光荣历史，见证中国革命的
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大家回顾
了那段实业报国、民族工业复兴
的辉煌成就和奋发图强、爱党强
国的峥嵘岁月。
活动中，
全体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全体党员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加快推动新
区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辞。他指出，此次活动是云南滇中
新区高标准、高质量扎实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一个有力载体 。他
要求新区各级要以此次演讲比赛
为契机，真正让新区党员干部“动
起来、热起来、干起来”，努力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激

发新区干部职工强烈的使命担当
习教育接地气的“好声音”，展现出
和为民服务情怀，凝聚起加快新
新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广大党员
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强大力量，
干部和群众勇于担当、改革创新、
全面开启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
甘于奉献的事迹和成果。
程，着力打造云南高质量发展标
初 赛 共 选 出 14 名 选 手 进 入
杆和样板，努力成为全省经济发
决 赛 ，最 终 选 出 7 名 优 胜 者 组 建
展的发动机、改革创新的新引擎、 “滇中新区巡回演讲团”，赴安宁
开发开放的新高地。
市、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昆
围绕主题，参赛者发出党史学
明空港经济区等地巡回演讲。

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开展庭审现场警示教育
声有色”的廉政教育课，让大家深
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违纪违法
的沉重代价。
“身临其境”
了解被告
一步步走向违纪违法深渊的过程，
让大家深受触动、
警醒。
新区征迁办何毅说：
“ 今天让
我感触很深，我将时刻拧紧廉洁
自律的螺栓，严守纪律规矩，严格
按照制度办事，做到心有所畏、行
有所止。”空港经济区纪工委周绍
杰说：
“我们将深刻汲取案件教
训，在纪检监察工作中做到态度
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让党
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

樱桃熟了，
村民笑了。通讯员 摄
进入 5 月，安宁县街街道小红
的讲述中，记者似乎看到了曾经处
祥村 800 余亩樱桃缀满枝头，村民
处 残 垣 断 壁、农 家 堆 肥 的“ 一 档
们心怀丰收希望。
村”，是如何向着村庄产业结构明
刚从单位退休的余林携妻子
显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
返乡，做自己的精品农特产品品
文化进一步繁荣、群众生产生活水
牌，准备生产“黄牛鲜肉烤颗粒干
平不断提高的
“三档村”
阔步迈进。
巴”；烧一手好菜的村民李德兰筹
从
“李氏宅院”
搬迁出来的村民
备着继续租用村公所，开办“采摘
张玉珍也开建了新房，
“我可是曾经
季”农家乐——她以“一年挣辆小
的
‘钉子户’
呐。”
原来，张玉珍在村
车钱”
的成功事例鼓舞村民们争创
里属于独房独居户，
占房评估较低，
“樱桃经济”
。
产生过抗拒搬迁的情绪。为此，小
“村里的农家乐，今年已从 2
红祥村召集村民代表商议制定
“搬
家增加到 5 家了。”小红祥村党支
迁方案”
，通过梳理实际情况，对照
部书记朱桥珍告诉记者，近年来，
政策要求，
盘点集体经济，
多次召开
村子周边种起樱桃，本村村民已经
讨论会议，最终形成一套符合集体
在试水延伸产业链了。
利益、
兼顾特殊情况、
赢得村民认可
“瞧！4 个品种的樱桃都丰收
的方案，
上级部门给予肯定和支持。
啦！老品种鲜甜，乌皮脆甜，红宝石
“‘李氏宅院’
修复项目各项工
酸甜，南方车厘子又水又甜。只是
作的高效推进，是小红祥村探索
现在种得多啦，来客却没增长。这 ‘村民自治’
的生动实践。
乡村治理
么好的果，要是烂在地里就可惜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促使该村乡村
了。”村民王长芬从自家位于环湖
振兴实现了良好开局。”县街街道
栈道边的果园走出来，遇到同村的
相关负责人说。
朱桥珍，
聊了几句心里的担忧。
作为村里最早的致富带头人，
朱桥珍告诉记者，2012 年以
74 岁的老村长李太志一有空就喜
前，村里为数不多的种植户将樱桃
欢在小红祥村的
“三道坝”
转悠，如
运到集镇或安宁售卖。
随着种植技
今坝区小微湿地景观建设已完成，
术精进，种植户增多，近年来，樱桃
成为村民和游客们赏玩休闲的好
量、质都有提升。加上安宁市力推
去处。
他告诉记者，
“原来我去劝打
“一村一品”
和美丽乡村生态观光旅
麻将的村民抓紧做产业，他们还
游带建设，
游客入村参观，
体验式采
说，
‘ 村干部嘛，做啥都能成，我们
摘，增加了樱桃的附加值。
“我家樱
就不一定了’。
现在呢，可信任村干
桃收入达到4000~5000元/亩。
”
部了，发展中遇到啥困难都找村集
朱桥珍说，2018 年，小红祥村
体。
村干部呢，每逢樱桃成熟季节，
被列为安宁市乡村振兴试点村，建
自家的园子都不管，志愿维持交通
设农耕体验园、村史展览馆、游客
秩序，
服务为民。
”
服务中心，扶持发展农家乐，凉品、
近日，朱桥珍将
“三道坝”
未来
烧烤等特色小吃就地经营，当地农
的规划建设在微信群里做分享，说
户还能为游客提供货真价实的土
村庄要提升建设，争取成为生态涵
鸡蛋、土鸡、新鲜蔬菜等土特产。
进
养、体验休闲、文化传承的精品旅
村道路拓宽了，环湖栈道修起来
游目的地，引来村民热议。
“这旅游
了，
“ 李氏宅院”修复工作也启动
产业真发展起来了，我的水腌菜项
了，
“人流如果有保障，还能再做点
目难说有一天就能上市了。”村民
其它的营生。
”
余庭芳欢乐回应。
在朱桥珍和村民们一言一语
本报记者 熊瑛

■ 图片新闻

用好用足案件资源活教材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通讯员
贾帆）近日，石林县人民法院依法
开庭审理空港经济区原重点项目
办主任赵七五涉嫌受贿案。滇中
新区纪检监察工委组织新区及空
港经济区相关人员共计 45 人旁听
庭审，以“零距离”现场观摩方式
开展警示教育。
“由于对自己的放松、党性的
缺失，我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
道路。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认真悔错，认罪认罚。”被告人赵
七五在法庭上痛陈。
一堂
“面对面”
“生动直观”
“有

小红祥村掀起
“振兴热”

新区民生项目建设忙

不能、因觉悟而不想，推动空港经
济区政治生态的修复和改善。
”
面对严峻的党风廉政建设形
势，
新区纪检监察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继续坚持标本兼治，
紧盯新
区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关键环节、
关键岗位中的腐败问题，
持续加大
反腐败力度。
坚持靠前监督、
全程监
督，
让党员干部从害怕被查处的
“不
敢”
走向敬畏党和人民、
敬畏党纪国
法的
“不敢”
。
通过持续强化警示教
育，
用好用足案件资源活教材，
使遵
规守纪成为自觉，
形成常态，
不断修
复和改善新区政治生态。

新区开展鼓励减免房租政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5 月 13
日，滇中新区财政局、经发部、纪
检监察工委组成专项检查工作
组，对新区监管国有企业执行房
租减免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滇中新区管委会深入贯彻
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鼓励减

免 房 租 政 策 ，并 印 发 了《实 施 细
则》，要 求 新 区 各 监 管 国 有 企 业
对符合政策条件的租户减免房
租，减免期限为 2020 年 2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适 用 对 象
为承租新区监管国有企业经营
性房产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
为确保国家、省及新区应对
新冠疫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政策落实到位，滇中新区相关部
门组成专项检查工作组，对新区
监管国有企业房租减免工作开展
及落实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空港经济区大板桥集镇 C 片区(C-1)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即将封
顶的 1 号楼上，
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周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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