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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
昆明有雨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到 2020 年底——

云南拟投 50 亿
建 15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征求意见稿来了 有意见 4 月 4 日前可以提

日前，省发改委
公布《云南省生
活垃圾焚烧发
电中长期专项
规 划 （20192030 年）》
（征
求意见稿），到
2020 年 底 ，我
省 拟 投 资
50.79 亿元，建
设生活垃圾焚
烧 发 电 厂 15
座，新增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能
力 9650 吨/
日 ，以 此 破 解
“垃圾围城”困
局。目前，该征
求意见稿正面
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单位或
个人可在 4 月
4 日前反馈。

近期＆远期 昆明两个项目列入近期规划
规划近期（到 2020 年底），我省拟建设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15 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9650 吨/日。15 个项目争取在 2019 年底全部开
工建设，按照建成时间倒排工期，加快规划项目建
设。规划远期（到 2030 年底），全省拟建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30 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13500 吨/日。
昆明2个项目列入近期规划，
其中，
昆明市五华
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异地重建项目已于2018年开工，

目前正在对垃圾库、
锅炉车间、
渣池、
汽机车间、
炉后
烟气净化车间、
烟囱、
锅炉设备安装等子项进行施工
作业，
计划今年12月完工。嵩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于 2018 年开工，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
90%，
目前处于调试阶段，
预计今年10月完工。
此外，昆明还有4个项目列入远期规划：
昆明市
西山海口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昆明市空港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二期、
昆明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异地重建项
目、
昆明市呈贡区段家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末，
全省大部
地区受高原波动和静止锋西进影响，
将出现阴雨天气。今天，
迪庆、怒江阴
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丽江、大理、保
山、德宏中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昭通、曲靖、文山、红河、昆明、玉溪、楚
雄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
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昭通南部、
曲靖、昆明北部和东部、文山南部、红
河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迪庆、
怒江、丽江、大理、楚雄、玉溪、红河北
部、文山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其
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
春分后的这波弱冷空气的影响
并不算大。昆明主城区在阴转阵雨
天气影响下，今天气温降至 7-21℃，
明天气温还会略高一些，将会出现阴
雨天气。到了周一又将以晴天来迎
接新的一周。
本报记者 孙琴霞

2018年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

投资＆选址 鼓励共建共享 选址应设定防护距离

安宁排全省第一

根据投资估算，
2019-2030年期间，
全省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总投资约 120.49 亿元。其
中：
规划近期（到2020年底）项目总投资50.79亿元，
规划远期（到2030年底）项目总投资约67.70亿元。
征求意见稿提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要严格按照建设要求，配备完善的污染控制及监
控设施，同时考虑垃圾焚烧残渣、飞灰处理设施
的配套。鼓励相邻地区通过区域共建共享等方
式建设焚烧残渣、飞灰集中处理处置设施。不鼓
励建设处理规模小于 300 吨/日的焚烧设施。
项目选址应符合与“三区三线”配套的综合
空间管控措施要求，远离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设
定防护距离，明确四至边界。合理安排周边项目
建设时序，不得因周边项目建设影响生活垃圾焚

安宁市 2019 年精神文明建设大
会昨日召开。晚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8 年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中，安
宁市取得了云南省第一的好成绩。
据介绍，2018 年，安宁市不断强化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常态长效机制，启动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试点
建设工作，同时广泛开展“建设城市
文明”
金点子征集等活动。
2019 年，安宁市将以落实好 25
个方面长效机制为基础，结合创建工
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制定科学有
效的工作举措，
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全国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并将持续深入实
施“十大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停车场建设等与人民
群众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持续开展
好“千名干部下基层”和市级领导、职
能部门包保社区，广泛收集群众意见
建议、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和问题；
持续深化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和公共服
务品质提升工程，推动城市面貌更加
靓丽、全市公共设施更加完善、交通
出行更加便捷，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本报记者 期俊军

昆明恒隆广场购物中心
下半年开业
昨日，在昆明市重大项目集中采访中，晚报记者了解到，位于原
市政府旧址的“恒隆广场·昆明”国际购物中心将于下半年开业，
此外，
约 17 万平米的 5A 级办公楼也将同期投入使用。
恒隆广场（Spring City 66）位于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与东风东
路交会处，与 2、3 号线地铁换乘站无缝对接，是昆明市中心单体最大
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主要以现代风格的高层建筑为主，拥有约 16
万平米购物中心，约 17 万平米甲级写字楼（共计 64 层，350 米高），以
及服务式公寓约 10 万平米，总建筑面积约 43 万平米。
目前，商场及写字楼部门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处于精装修、外
围施工及分部验收阶段，
预计于 2019 年分期落成开业。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一个以高档购物中心、5A 商务写字楼、城
市公寓聚集，集金融、商务、商贸、居住、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
新兴城市综合体，并将成为昆明市楼宇经济的新风向标。同时，将
代言昆明的商务形象，成为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商务枢纽，对盘
龙区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期俊军

春城招聘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技 工
高薪招聘美容导师
双休。联系电话：18206877025

烧发电项目选址落地，
避免
“邻避”
风险。
项目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环
境卫生专业规划以及国家现
行的有关规范、标准；禁止
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单位或个人可在 4
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国
月 4 日前，将提出意见和建
家 及 地 方 法 律 法 规、
议通过邮件、传真反馈至省发
标准、政策明确禁止
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
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
联系人：
寸文娟
域选址；且不受洪水、
联系电话及传真：
潮水或内涝的威胁。
0871-63113856
首席记者 宋金艳
电子邮箱：
实习生 杨惠芬
ynfgwzyjyc@163.
com

小贴士

巫家坝片区
已有 7 家企业总部落地
晚报记者昨日了解到，目前，巫家坝片区已经有落
地企业总部 7 家，包括中交南亚总部及区域结算中心项
目、中铁建西南总部项目、绿地东南亚区域总部项目、中
国金茂区域总部项目等。
为加快巫家坝总部基地建设，官渡区政府和昆明市
城投公司还在积极开展总部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并积
极推动片区征地拆迁及土地出让工作，片区内落地项目
的住宅部分已陆续开工建设。除了做好地块推介，还配
合已落地商业项目做好招商工作，下一步将启动总部和
商业部分建设，官渡区招商部门将配合企业持续做好写
字楼及商业综合体的各项招商推荐工作。同时，加大与
500 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的对接和洽谈力度，重点引进
大中型企业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及与产业发展相配套
的上下游企业，推动巫家坝片区真正形成商业中心及总
部聚集区。
本报记者 罗宗伟

特别提醒：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住院部主任

学校·教育

昆明海源中医医院招聘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要求主治医生或在病房工作 5 年以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上，月薪面谈。13888690885 许

新星源学校招聘

学前，小学英语，数学老师各一名。
13888612115张、13708878993冯

医疗·药品
高薪聘西医内科
执业医师负责人
13508890759

六甲某卫生服务站招聘

大型门诊高薪诚聘

中医、中医眼科医生5名，护士 内科医生、护士各 3 名，包吃住，工
资高。另有牙科合作13629695306
数名。电话：18988475083

呈贡、官渡诊所诚聘

昆明振国医院招聘

护士，需有证，供吃住，待遇面谈。
我单位成立至今已有 31 年历史，应
18468244578
聘者可到昆明振国医院门诊部工作或
重庆振国门诊部工作，还会有机会与名
医王振国教授共同工作。现招聘：

医生 10 名、护士 10 名

医生年薪 10 万、护士待遇从优！
电话：13108660768 微信zays2588

云南谐康医疗服务有限公司招聘 昆明锦康医院诚聘

内科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兼职也
数名
可，包吃住，待遇面谈13577018199 ◇医生 10 名，护士 20 名，要求： ◇中医特色理疗师带头人
（有特色专长优先）

持证上岗，有工作经验，退休返
聘亦可，上班地点昆明各大高校
执业医师证满五年以上，年龄 70 岁以 医务室，轮班制。待遇面谈。
联系人：赖医生 13577046814
下。另有诊所转让13987120112陈

诊所高薪诚聘负责人一名

◇理疗师 数名
◇平面设计 1 名
◇住院部医生 5 名 ◇疼痛科医生 5 名
一经录用，待遇优厚，上不封顶。
电话：63017041、13888652178 崔主任
地址：昆明市尚义街 59 号 本招聘长期有效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诊所急聘法人

聘有工作经验护士上班；注册满 5 年
的内科医师做法人，另聘有证内科
医生。电话：13629676951

管 理
诚聘小区收费员

勤奋敬业，已婚优，薪 3-5 千元，保
险双休13987688559、15288386202

创业工作室急聘英才

助理及资料整理员 3500 元/月+奖金；售
后服务专员 5000 元/月；销售 1 万/月；管
理 2 万/月。双休+保险 13529139871 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