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强市到立市
“五年行动”包含3大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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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实施““五年行动五年行动””冲锋冲锋““工业立市工业立市””

安宁坚定担起“昆明工业脊梁”
□ 本报记者熊瑛

审时度势，凝聚汇聚“工业立市”之识；攻坚
克难，落实落细“工业立市”之策；强化保障，扛稳
扛牢“工业立市”之责。

7月7日，安宁市召开“工业大会”，吹响工业
立市“五年行动”冲锋号。明确建设具有安宁优势
的现代工业体系，提出以园区为主战场、聚力提
速工业发展平台建设的“四个优先”“四个到位”
“四个创新”等12个具体措施和要求——这些尝
试在云南省乃至全国都较有创新性和吸引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安宁，以“启动即是决
战，迈步就是冲刺”的“赶考”精神，统一思想，汇
聚力量，凝聚智慧，做大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
聚焦打造“滇中产业引擎、昆明工业脊梁”，建设
昆明现代工业基地。

安宁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强：

“营商环境、产业资金、容错机制等也在工业立市
的体制、机制中。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工业过
程中，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绿色发展的要
求，‘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绿水青山’。这些纳
入整个政策体系，对工业的支撑度是非常强的。”

安宁市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鸣海晶：

“我就是安宁工业园区的‘驻企店小二’，服务企
业是云南凯铝光电项目。我的工作职责就是为企业提
供一对一全程高速服务，具体要做到5个到位：全程服

务到位:，审批代办到位，要素保障到位，问题解决到
位和政策兑现到位。既要主动上门服务，又要主

动接受驻企企业的监督。”

云南裕能新材料公司总经理戴海涛：

“‘店小二驻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服
务太贴心了，无论企业提出什么样的疑问

或者诉求，政府部门都能够高度重视，及
时给与响应和回复。我们公司的项

目刚刚签约，驻店制后续对项
目建设会有很大帮助，也

坚定了公司在安宁落
地发展的信心。”

仔细阅读此次大会上发布的
《中共安宁市委安宁市人民政府关
于实施工业立市“五年行动”全面
建设昆明现代工业基地的意见》
（后简称《意见》）及相关系列文件
措施，可约略了解安宁如何从共
识、目标、途径、保障各方面从工业
强市向工业立市转变。

数据显示，目前，安宁工业园
区工业产能、主营业务收入、全市
工业总产值已过 1000亿元；2020
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
企业税收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
比重分别达58.8%、75.2%，居全省
前列，形成以工兴城、以工哺农的

“安宁发展模式”。
从“工业强市”向“工业立市”

转变，安宁把工业作为立市之本，
坚定工业发展主导地位、工业企
业的优先地位、工业园区发展的
先导地位，落实 5大发展理念，积
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根据《意见》，安宁工业立市

“五年行动”，包含3大发展目标：
加快推进“工业倍增”，到

“十四五”末，确保全市工业总产
值在 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以上，
达到 2500 亿元，力争达到 3000
亿元，助推全市GDP超过 1000亿
元；到 2030年，在“十四五”基础
上再翻一番，率先建成云南省工
业总产值超 5000 亿元产业基地
（园区）。

着力优化工业发展动能。坚持
大抓产业、大抓工业、大抓项目、大
抓招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不低于
20%、25%、18%。

提升工业亩均产出效率。
聚焦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注重招行业龙头带产
业集群，强化“亩产论英雄”发展
导向，到 2025年工业园区综合亩
均工业产值增长 20%，提高到
500 万元/亩以上；石化、有色等
主导产业亩均产值达到 1000 万
元/亩以上。

本次大会上，安宁市兑现了
2021年一季度促进工业经济平稳
运行 5 条措施扶持奖励资金和
2021年度第一次工业产业发展资
金，还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 551亿
元的35个项目。

据了解，2020年，安宁为投资
企业兑现产业扶持资金 5621.99
万元，今年上半年已兑现 1.01亿
元，预计全年将超过 2亿元；2020
年，通过“银政企”平台，金融单位
为企业授信超过 26亿元，今年上
半年已经达到 30.1亿元；2020年，
市工信部门共为安宁企业争取上
级扶持资金等超过 9000多万元，
税务部门减费降税政策全面落实
到位。

在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方面，
近年来，该市创新推出“拿地即
拿证、交地即开工”及工业项目
快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保障。随
着工业立市冲锋号的吹响，安宁
将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政策创

新，聚焦产业链项目加大政策支
持，推进“亩产论英雄”等新政策
的实施。

“百十亿”企业培育工程同步
启动后，安宁将聚力创新打造百
亿企业龙头、形成 10亿企业集群、
抓实培育亿元企业、支持企业上
市发展。

通过加大龙头企业引进和培
育，到 2023年，实现百亿企业由 2
家提高到 5家，到 2025年，力争形
成千亿企业 1家，百亿元企业 5家
以上；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
进制造业重点，推进 10亿企业集
群发展，到 2025年，力争形成十亿
企业由 5家提高到 15家以上；对
规上工业企业给予 3年扶持奖励
期（每年 10 万元），每年实现升规
企业 10家以上，到 2025年，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达亿元以上企业
达 50家以上；根据企业上市模式，
结合其对安宁综合贡献，给予一
次性百万奖励。

工业大会一结束，云南煤业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
就迎来由安宁工业园区派驻进企
的“5D店小二”——今年以来，安
宁市探索建立招商引资“驻企 5D
店小二”服务新机制，“店小二”
们正式上门服务，并主动接受驻
点企业监督，确保为企业发展建
设提供“全天候服务、全问题受
理、全流程协同”。

“在安宁做企业和投资，真是
越来越有信心了。”据云南煤业
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安
宁干工业，有书记、市长“双组
长”统一领导，有市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领导重
视支持和责任包保，有各级部门

“拿地即拿证、交地即开工”、工
业项目快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保
障，还有青龙、草铺、禄脿 3个街
道、村组干部强有力的用地支持
体系。

安宁将进一步聚力提速工业
发展平台建设，包括坚持“四个
优先”，提升园区生态建设；落实

“四个到位”，坚决做到要素跟着
工业走；强化“四个创新”，打造
安宁产业建设新速度。

举全市之力，支持园区引入
国家和省级重大创新平台、研发

机构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布
局，鼓励和支持建立院士专家工
作站、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
室、企业研究院等平台，建设联
合中心实验室。

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格式
化组价”“标准地供地”机制，支
持园区建立“管委会+服务平台+
公司”的运作模式，建立工业项
目“规划管家”“环保管家”“安全
专家”“驻企店小二 5D服务”“企
业服务平台”五大新机制。

“工业立市”提速提质的同
时，还明确了“生态优先”战略，
要求园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持续巩固和提升工
业园区国家级绿色园区创建成果，
全面启动“国家级生态产业园区”
创建，坚决做到“四个优先”，全面
实现园区绿色发展。坚决杜绝“三
高两低”项目进入，符合入园条件
项目同步专项审查，原则上必须实
施超低排放，并同步实施专项环保
投资，原则上环保投资占比不低于
项目总投资 8%，化工类项目不低
于项目总投资15%。

遵循“绿色 +现代”发展理
念，谋“工业立市”的安宁，方能
真正成为“引擎和脊梁”。

“安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工
业，优势在工业，出路还在工业。”
当前，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五
个万亿、八个千亿”产业规划、数字
云南和“12条产业链”体系，为安
宁工业发展迎来大机遇，为产业振
兴带来“窗口期”。

以“五年行动”为抓手，安宁在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新征程上，
全面推出以市委书记、市长为“总
链长”，其他市级领导为“链长”的
工业产业链“链长制”，集中力量主
攻优势产业链。

安宁市委常委、工业园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武春禄表
示，将着力打造“2+4+1”产业集
群、产业基地、核心品牌，形成“2
条1000亿级优势（重点）产业链、4
条 100亿级新兴产业链、1条民营
企业家创业链”的产业发展体系，
打造一批“瞪羚企业”、新领军者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细分
领域“单项冠军”企业。

发挥安宁全省唯一优势，打造
1000亿级绿色石化（含化工新材
料、电池新材料）优势产业链；对标
全省重点产业链名录，打造 1000
亿级有色、黑色冶炼和压延（含新
材料）重点产业链。

在新材料产业链方面，将着力
引入超导材料、介电材料、半导体
材料等光电子材料产业；生物医药
健康产业链将以太平新城、温泉、
八街和工业园区为重点，分别突出
医药健康产业、农业生物科技、“医
药中间体+”；数字经济产业链以
太平新城、产业园区为重点，围绕

“端、屏、算、光”4大领域，全面推
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并
培育形成“区块链+”发展体系；环
保产业链将重点支持宝武昆钢控
股公司、云天化集团公司、祥丰环
保科技公司布局废钢、磷石膏等固
体废弃物等综合利用产业布局，发
展绿色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安宁还将创新
建设民营企业家创业链，为安宁民
营企业家规划建设“二次创业园”，
建设特色优势明显的中小企业集
聚区。

看安宁人
如何热议“工业立市”

借力“链长制”
构建现代工业体系

兑现上亿元扶持资金
启动“百十亿”企业培育工程

提速提质
遵循“绿色+现代”发展理念

中石油云南石化原油罐区 通讯员摄

畅达的路网建设助力产业发展 通讯员摄

热火朝天的昆钢生产车间热火朝天的昆钢生产车间 通讯员摄

严格的油品质量检测监控严格的油品质量检测监控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