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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会来啦
19 个展馆等你逛
明日上午开幕

15 日至 20 日向公众开放

南博会期间

“夜盘龙”
有多美
“灯光秀”
告诉你
南博会期间，盘龙区将开启主城区内多处夜景灯光，一场精心准备的立体
“灯光秀”同样不容错过，这也是该区实施灯光亮化美化工程、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的一份成绩单。

昨日，记者从第 5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 25 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第 1 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国商务部和云南省政府共
同主办的第 5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25 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
6 月 14 日至 20 日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省政府党组成员、南博会执委会主任高树勋介绍，第 5 届南博会暨第 25 届昆
交会筹备工作积极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展会将于 6 月 14 日至
20 日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会期 7 天。

专业场馆
占据半壁江山

参展企业
境外企业达 42%

本届南博会的 19 个场馆中，专业
场馆占比达到 50%以上。通过专业馆
的设置，进一步促进资本、产业、商品、
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动，不断加强在要
素支撑下各领域的双边、多边深度交流
融合。本届展会突出我省重点发展的
八大新兴产业，主打“绿色能源、绿色食
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特别是先
进装备制造、食品与消费品制造、生物
医药与大健康、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文
化等均设有专题展馆。许多知名企业
均以最前沿的科技和最新产品参展。
在本届展会上，还将通过专业买家配对
会和推介会，开展专业化的组织对接，
进一步提升南博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
展会带来的实际成效。

展会共设置 19 个展馆，展览展示面
积 19 万平方米，约合 8500 个标准展位，
规模为历届南博会之最。共有 87 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其中，荷
兰、丹麦、吉尔吉斯斯坦、叙利亚系首次
参展。展会设阿富汗主题国和缅甸主宾
国 2 个形象展区。首次实现国内 31 个省
区市全部参展。
据透露，南博会期间将组织 109 个
项目签约，其中内资项目 106 个，协议投
资总额约为 3590.32 亿元人民币；外资
项目 3 个，合同利用外资约 5000 万美
元。集中开工 44 个项目，其中内资项目
43 个，项目协议总投资约 664.26 亿元人
民币，外资项目一个，项目协议金额约
0.23 亿美元。

同期举办
首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

3825 家企业参展

本届南博会将同期举办首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其项下平行举办中
国-南亚地方减贫经验交流展、经贸合
作高层圆桌会、地方行政长官对话会、
金融合作发展战略研讨会。会期成果
将发布《抚仙湖倡议》，成立论坛秘书
处。与此同时，南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第
13 届 中 国 - 南 亚 商 务 论 坛、第 2 届 中
国-东南亚商务论坛、2018 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走廊省长论坛暨第 10 届经济
走廊活动周、第 3 届中国-南亚技术转
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第 3 届云南国际人
才交流会、第 6 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
库论坛、第 16 届东盟华商会、第 7 届云
台会、中国云南省与印度西孟加拉邦
合作论坛（K2K）第 12 次会议、2018 中
国-南亚东南亚艺术周暨澜湄艺术节、
第 5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跨境旅游合作
论坛、
“ 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
目的地”
推介会、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互
联互通专题会议、云南-南亚东南亚教
育合作论坛、2018 澜湄合作系列活动
等会期活动，在不同领域搭建起国际交
流合作的平台，推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各方来宾实现更为广泛的沟通、交
流与合作。

南亚国家 526 个
东南亚国家 513 个
境外企业占比 42.46%
省外企业 767 家
知名企业、行业 领军企业 98 家
世界 500 强企业 12 家
国内 500 强企业 20 家

南博会
6 月 14 日上午

举行开幕式

14 日下午

专业买家洽谈

15 日至 20 日

向社会公众开放

●启用滇池国际会
展中心地下车库和新二
地块作为临时停放点
●为观展观众提
供 1.54 万个停车位
●开通 35 条常规、临时和直
达公交路线
●投入公交车辆 750 余台、出
租汽车 200 余辆
本报记者 张芳

保通

立体灯光景观带
扮靓“一路一江”
盘龙区打造“一路一江”立体灯光
景观带。盘龙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 6 月底，灯光亮化工程正
式启动实施。目前，盘龙江沿线的灯
光亮化工程已经完成，北京路 225 栋
楼 宇 完 成 亮 化 ，完 成 整 个 工 程 的
95%。后续工程及灯光调试工作预计
在南博会前全部完成，届时，盘龙夜色
将为市民、游客带来更炫的视觉享受。

楼宇外立面“幕墙秀”
灯饰体现“云南元素”
亮化工程并非加装几个灯泡那么
简单。盘龙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亮化工程的设计理念是“云
南韵味、昆明特色”，从灯饰到休闲设
施融入了很多云南元素。
比如，在盘龙江河堤沿岸的灯柱
设置了孔雀标志，两岸的休闲座椅等
设施上则采用了云南艺术形象中出现
较多的“月亮”元素。不管是白天还是
夜晚，不管是在眼里还是在照片里都
能呈现“云南元素”。在灯光色彩上，
北京路沿线灯光整体以弱白色+淡黄
色为主基调，营造温暖的“春”城氛围；
盘龙江边的灯光则大面积应用红黄亮
色，突出热烈欢快城市气氛，增添夜晚
的生机与活动。
据了解，除了装饰和色彩，此次亮

化工程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大量的后
期动画技术。一些大型楼宇的外立
面，运用流动的动画点光源，构成一座
座电影巨幕，包括盘龙人文历史、发展
成果在内的“动画”将呈现在巨幕上，
让人产生时光交错的感觉。

要“颜值”提升
更要节能环保
“绿色节能是此次亮化工程的重
中之重。”盘龙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节能减排”，除了在选材
上坚持低耗能，盘龙区还设置了“三个
挡位”的灯光调控模式，即日常模式、
节假日模式和节庆模式，严格分级分
挡管理，根据不同时段控制亮灯数量
和规模，既有观赏性又达到节能目的。
为了达到步步有景、移步异景的
效果，盘龙区实行“组团”性亮化，分划
出几个重点组团，比如以交三桥片区
的中国银行、广发银行、船舶酒店和农
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圈”亮化团；以
俊发中心、颐高数码为代表的“楼宇
圈”亮化团；以北辰财富中心、欣都龙
城为代表的“娱乐圈”亮化团，让市民
和游客在不同片区欣赏不同
“夜色”。
值得注意的是，15 日晚，盘龙区
还将组织 40 位摄影大咖开展“城市的
灯，百姓的眼”大美盘龙夜景外拍活
动，通过摄影师的镜头展现“夜盘龙”
的美。
本报记者 宋金艳 文 高伟 摄

云南财税学院 成人本科大专 中专免考入学
我院历史悠久，毕业生 8 万人、培训
突破 60 万人，经省教育厅批准，西北工业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学习中心，水平
测试、验证入学、自主录取。
一、本科专科学制 2 年半：土木工程、
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
环境工程、
水利水电工
程、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人力资 源
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经济学、金融学、
会计电算化、会计与统计核算、行政管

理、经济信息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教育技
术学、动物科学、园林、林学、农学、园艺、
药学、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建筑工程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
应用技术、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水利水
电工程管理、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化

工技术、
法律事务等。
二、
北京交通大学：
成人本科、
专科（土木
工程、
安全工程、
工商管理、
会计学、
交通运
输、
交通运营管理、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
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等）。
三、北华：成人本科，
专科（护理学、
药
学、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四、
成人中专（免试入学，
学制1 年）
专业：
建筑工程施工（可报考二级建造师及

八大员证）工商行政管理、
会计、
计算机应用。面
向社会初中毕业及在昆明打工者均可报名。
地址：昆明市学府路 534 号云南财税
学院（学府人家对面）
电话：0871—63642881
63642762
63630629
63639285
关注公众微信号
网址：www.ynft.net
学费优惠300元

国家承认学历
突破时间空间
业余函授网教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