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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福路昌宏路交叉口
拟建互通式立交桥

盘龙区商务楼宇
面积超302万平米
成为昆明市楼宇经济第一区

还将新建双向 6 车道高架城市快速路

11 日，昆明市长热线就市民提问“广福路和昌宏路交叉口建高速”一事回复时表示，广福路与昌宏路交叉口规划拟建一座
互通式立交桥。当天，昆明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发布的《昆明市三环（昌宏路段）建设工程规划方案编制、可研报告编
制、工程勘察及设计项目招标公告》显示：昆明市计划在三环（昌宏路段）新建双向 6 车道的高架城市快速路，下层地面道
路将结合上层高架建设同步实施改造。

三环快速路将形成闭合

已有两工程先期奠基

根据公告，昆明市三环快速路规划路
线暂定为沿春雨路、南绕城高速、昌宏路、
朱家村立交、东三环、金殿隧道、沣源路、
龙泉路、北三环、西三环后形成闭合，总环
长约为 62 公里，拟采用高架、地面、地下
快速路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形式。
三环（昌宏路段）建设工程起于罗衙
立交，止于朱家村立交，全长约 5.3 公里，
规划为全线设上层高架和下层地面道路
两层形式，在与广福路、春城路延长线相
交处设置立交。其中，上层高架为城市
快速路，双向 6 车道，为新建；下层地面
道路为城市主干路，为双向 6 车道，结合
上层高架建设同步实施改造，配建地下
综合管廊。

2017年4月，
昆明市国资委发布消息，
为了让南绕城高速充分发挥交通功能惠及
沿线市民，
将在南绕城高速新增星耀、
罗衙
两座立交。星耀立交与星耀路延长线互通，
与刚刚建成的星耀路与环湖东路衔接的南
段相交，
互通式立交采用跨越式弧形匝道的
模式。今年1月22日星耀立交建成。
正在建设中的罗衙立交，则位于昌宏
路与南绕城高速交会处，共有匝道桥梁 9
座，全长 4932 米。工程竣工后，不仅大货
车通过这座立交可方便出入昌宏西路，沿
线周边的居民也能快速上下南绕城高
速。这将极大地改善当地片区饱和的交
通出行环境，也为新老城区的融合发展奠
定基础，对加快昆明市经济发展有着极大

的推动作用。

围绕三环形成新商圈
此次将修建的三环（昌宏路段）充分
发挥了罗衙立交的互联互通作用，打通了
南市区与东市区、西市区的快速通道。
借助昌宏路高架双向 6 车道的城市
快速路，在罗衙立交进入南绕城高速，向
西可直达春雨路、西三环或向南进入昆玉
高速抵达呈贡，以及进入国家高速路网；
向东则通过朱家村立交、东三环快速到达
东市区、长水机场及北市区。对缓解昆明
主城南部片区交通压力，加强与主城二环
外各相邻片区间的联系，带动片区发展，
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
用，
并围绕三环形成新的商圈经济。
本报记者 张勇

中缅原油管道一期 累计输送原油 890 万吨
7日，
中缅原油管道（国内段）一期工程
迎来投产一周年。一年来，通过管道自己
的接力，
890万吨原油从760多公里外的缅
甸马德岛输往云南安宁，为西南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工业血液。
2017 年 6 月 7 日 9 时 59 分，中缅管道
原油在我国境内经过 19 天的平稳输送，
顺利抵达云南石化，标志着中缅原油管道
国内段一期工程首次投产成功，并由此开
辟了我国第四条原油进口通道。

A05 要闻

中缅原油管道项目是中缅油气管道
合作项目之一。中缅油气管道是继中亚
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
的第四大能源进口通道，包括原油管道和
天然气管道。2013 年 7 月，
中缅天然气管
道正式投运，延伸到广西贵港，并与中贵
天然气管道联通，目前累计输气已超 180
亿立方米。2017 年 6 月，
中缅原油管道一
期工程首次投产成功。 本报记者 马楠
通讯员 李静 摄影报道

2018 年昆明楼宇（总部）经济论坛
暨《盘龙区城市价值白皮书》发布会昨
日在昆明举行。本次论坛由昆明市政
府主办，昆明市商务局、昆明市博览事
务局、盘龙区政府承办。昆明市副市长
吴涛表示，截至 2017 年底，昆明市已有
总部企业 261 家。

覆盖主城 CBD 核心区域
吴涛介绍，昆明市已有税收达千
万的楼宇 31 栋，亿元楼宇 19 栋。在商
务楼宇方面，形成了以东风广场片区
为中心，北有同德广场、欣都龙城；南
有万达广场、新南亚、中央金座；东有
花之城、七彩俊园；西有假日城市、保
利六合覆盖的主城 CBD 核心区域。在
总部企业方面，在人民路、五一路、白
塔路、金碧路片区聚集了沃尔玛、家乐
福、屈臣氏、苏宁、国美、王府井、金鹰
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汇集了国内
多家金融、保险机构。
在今年 4 月份召开的第二届中国
楼宇经济成都峰会上，盘龙区从 18 个
城市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楼宇经济最
具投资价值城区奖项。

盘龙区商务楼宇超302万平方米
2017 年，昆明先后引进 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115 户，
实际利用外资 8.01 亿美元，
较去年同比
增长 8.29%；其中，
“一带一路”
沿线有 6
个国家在昆明投资，新设企业 19 户，同
比增长 72.73%。目前，
已有 8 家外资银
行落户昆明，其中包括泰京银行和大华
银行。
作为昆明商务楼宇经济第一区，盘
龙区的商务楼宇数量达 83 栋，在建商
务 楼 宇 17 栋 ，已 建 成 商 务 楼 宇 面 积
302.7 万 平 方 米 ，在 建 商 务 楼 宇 面 积
240.9 万平方米，平均入住率 70％，年
专项扶持基金 1 亿。
本报记者 张勇 宋金艳

朋友们注意啦，
家里这样的 100 元钱千万别花了，
拿来换价值 1390 元的正宗章丘铁锅啦！
！
！
广告

100 元尾号带 9 拿来换 1390 元的章丘铁锅
舌尖上的章丘铁锅空降昆明，
百元全民大换锅明天开始

200 口章丘铁锅直供昆明 ，每天前 30 名换购
再送 198 元的杉木锅盖，先到先换，换完即止

原价 1390 元的章丘铁锅直供昆明只
要 100 元，再送价值 198 元杉木锅盖，每口
锅收 39 元运费和保价费！我市仅供 200
个，
先订先得，
售完为止。

12 道工序，
18 遍火候，
1000 度高温锻炼，
36000 锤的手工锻造

一档火遍全国的栏目热播
章丘铁锅一锅难求
一档火遍全国的栏目第
一期的主题是器具篇，章丘铁
锅榜上有名，播出之后，一夜
爆红的章丘铁锅瞬间“脱销”，
出现“章丘无锅、一锅难求”的
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章丘铁锅
到底好在哪？
章丘，一向有铁匠之乡的

美誉，庄庄净是叮当响，锤点
压过寺庙钟，家家不用打鸣
鸡，锤声连连报五更。章丘人
民几千年的铁匠生涯，形成了
独特的生活风俗，这一风俗，
也被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章丘铁锅制作工艺复
杂苛刻，七次热锻，五次冷锻，
12 道工序，36000 锤锻打，使
章丘铁锅光可照人。铁锅表
面手触光滑，眼可见锻打的痕

迹，锅体铁质的薄厚分布使铁
锅整体受热均匀，炒出来的菜
品更加美味。
章丘铁锅的优势
大家传统印象里不粘锅
是这样的，制作过程简单快
速，一般采用铸造或冲压模
式，生产线流水作业，产量巨
大，高科技不粘涂层，其使用
寿命短，更换频率比较快，买
着便宜用着贵。但章丘铁锅
呢，一块铁板，多次淬火，千锤
百炼而成，还不粘，煮出的菜
品还富含铁质，一口锅能用几
十年，这是祖辈传承下来的好
东西。

200 口章丘铁锅空降昆明
活动期间您只需要任意一张尾号带 9 的
100 元钱或者号码中有类似 111、123 等
三位连号、同号的 100 元钱均可参加章丘
铁锅的换购活动。

送

锅盖

每 天 前 30
名换购再送
198 元的杉
木锅盖

不生锈 不粘锅

无化学涂层 纯手工锻造
电磁炉、燃气灶，
一锅多用
通知！通知！
百元换锅就这 4 天！

0871-67017169

【抢订热线】

武汉换购章丘铁锅火爆现场

【活动时间】 6 月 14 日-17 日
【活动地点】昆明市电视台新闻中心

(西山区丹霞路 198 号)
【乘车路线】可乘148、166、58路车到西园路口（丹霞路）
公交站下，乘 100、181、203、233、62、75、80、90、C142 路
车到丹霞路口（西园路）公交站下 山东三个铁匠铁制品加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