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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赴滇
督查安全生产大检查
国务院安委会第十综合督查组赴滇，对云南
安全生产大检查进行综合督查。我省汇报会昨日
上午在昆明举行。
督查组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率队
督查。省委副书记、省长阮成发主持汇报会。
何建中强调，此次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综
合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
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落实，确
保安全生产大检查取得实效，有效防范和坚决遏
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的重大举措。此次
督查将严格按照“三个结合”
“ 五个一批”要求，以
问题为导向，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情况、监管执
法情况、风险管控和隐患整改情况、专项治理情
况、追责问责情况等进行深入检查。希望云南省
各级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政治自觉和责
任担当，做好迎检各项准备工作，严格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加强反面典型曝光和舆论监督，狠抓问题
整改落实，积极配合开展好综合督查工作。

昆明加快推进
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

阮成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此次
安全生产大检查。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安委会有关要求，第一时间进
行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工作。要以坚决
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为目标，紧盯交通运输
等重点行业领域，严防死守、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确保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
环境。要以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为契机，着力巩
固和提升云南安全生产工作水平。要精心组织、
统筹安排，全力支持配合好此次安全生产综合督
查工作。
在滇期间，督查组将深入部分州、市、县、区和
重点企业，以听取汇报、明察暗访、举行座谈、突击
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形式开展督查，并通过督查
与现场查处相结合，对违法违规和重大隐患严肃
查处。
董华作汇报，
纳杰出席汇报会。
本报记者 宋金艳 实习生 罗宗伟

昨日上午，云南省“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之昆明
篇举行。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喜良介绍了“十八大”以来昆明
市在产业转型、完善城市功能、深化改革、改善民生和加强党建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

GDP 年均增长 10.3%
2016 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4300 亿元增
长 8.5%，
今年上半年增长 9.6%

全市GDP年均增长 10.3%，
迈入经济总量迅速跃升的快车道

年来

城市功能
新增百公里高速路
●绕城高速内环实现闭合（2014），昆武（2013）、
呈澄（2016）、黄马（2017）、武易（2017）等高速公路建

城市、
环保城市，建设生态绿地公园，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提
升昆明城市形象的要求，主城各区必须选址新建一个占地
面积不小于 50 亩的城市绿地公园，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西
山区决定在玉带河原河道基础上进行疏通改造，充分利用
河流资源，沿河道建设占地 87.14 亩的城市中央公园。由于
公园规划范围周边的建筑多为直管公房、单位改造房、倒闭
企业的破旧厂房，建设年代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为
砖混、土木结构，房屋质量较差，居住环境较为恶劣，片区内
的建筑风格与其周边地区的整体城市空间景观矛盾较为突
出，急需进行统一的更新改造，提高城市中心城区的整体形
象。为此，
西山区决定在建设公园的同时对片区进行统一规
划实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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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里，绕城高速东南段、武倘寻、福宜等 14 条高
速公路建设加快推进，在建里程为 644 公里，鸣泉收
费站完成搬迁，
“环线+射线”
骨干路网基本建成。
●地铁 1、2、3 号线、6 号线（一期）建成运营，形成

号线、
5 号线等 11 个轨道项目开工建设。

改善民生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引进名校名医院

市更新改造的前期工作，发放了拆迁改造民意调查表，公布
了崇善街片区改造后回迁房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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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西山区金碧街道办事处玉带河公园及书
林街片区拆迁改造指挥部发布了《玉带河公园及书林街片
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前期工作公告》。
此次发布《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预示动工更近了。
本报记者 张勇

昆明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保持在 73%左右。城乡居
民 收 入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0.5% 和

12.5%，高于经济增速。

现场问答

房屋出售 出租

以上房屋手续齐全、位置优越，设施齐全，接手即可入住或直接经营，有意者面谈。
联系人：
吕先生
联系电话：
15887814689

成通车，高速公路里程达 680 公里，比 2011 年增加

“十”字形骨架，轨道运营里程达 88.76 公里，地铁 4

2009 年 8 月 西山区启动了玉带河公园及书林街片区城

1. 云上城地铁旁一期写字楼、
七楼，
房屋面积 355.4㎡
昆明市学府路
地址：
2. 葡萄街区天宇花园商铺一套、
一楼，
房屋面积 136.73㎡
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环城北路与万华
地址：
路交汇处
3. 润城一期复式商铺一套、
一楼，
房屋面积 111.62㎡
昆明市前卫西路
地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从 318 亿元增加至 530 亿元，
年均增长 10.8%

2005 年初 按照当时昆明市政府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卫生

以下房屋出租：

从 1875 亿元增加至 3920 亿元，
年均增长 1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书林街片区更新改造大事记

房号：
20-1-402、
面积：
124.86㎡、
总价：
150万元
房号：
20-1-501、
面积：
119.15㎡、
总价：
160万元
房号：
20-1-502、
面积：
112.15㎡、
总价：
145万元
房号：
15-2-401、
面积：
124.62㎡、
总价：
165万元
房号：
15-2-402、
面积：
124.73㎡、
总价：
168万元
房号：
20-2-402、
面积：
131.85㎡、
总价：
175万元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望江路 398 号同
德锦江嘉园

固定资产投资

从 1272 亿元增加至 2310 亿元，
年均增长 12.7%

书林街片区将改造
亿 玉带河公园要升级

同德锦江嘉园多套优质花园洋房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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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来昆明 GDP 年均增速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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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带河公园及书林街片区城市
更新改造指挥部近日发布《玉带
河公园及书林街片区城市更新
改造项目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公
告》显 示 ，项 目 总 投 资 将 达 到
100 亿元。
玉带河公园及书林街片区位于
昆明市主城核心区，一环路以
内。紧贴城市主干道环城南路
和巡津街、东寺街，是昆明主城
的传统文化和商业区域。区域
近邻盘龙江和螺 蛳 湾，具 有 良
好的交通条件、历史文化优势、
优美的景观和较好的区位优
势。片区内土地利用主要为居
住用地，同时分布有企业、教育
和商业用地，土地整体容积率
不高。由于开发较早，没有统
一的规划，建筑物老化、缺少绿
地等原因使得原有的区位优势
未能充分体现，土地的价值也未
能实现。

今日要闻

为何要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昆明优势何在，如何
达成这个目标？新闻发布会上，王喜良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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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交通枢纽，在国家战略和规划中，要
加快建设连接国内、连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能源、物流和通
信通道，
把昆明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综合枢纽。
结合气候生态资源、历史文脉传承和提高市民健康环境、健康水
平和人均寿命，擦亮“世界春城花都”
“ 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健
康之城”
三大品牌。
建设四大中心，即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
的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人文交流中心，
通过这四个中心来实现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赢发展，形成全方
位、
宽领域、
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本报记者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