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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绕城高速外环线
预计 10 月底全线贯通

东风云汽新厂 6 月投产

有望年内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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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255 公里 路基、桥梁工程已全面完成

昆明三环从哪些地方经过？昆明绕城高速外环线什么时候通车？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记者了解到，三环闭
合工程正在开展规划方案研究工作，拟先启动西三环南段（春雨路段）及东三环南段（昌宏路段）建设工作。而
绕城高速外环除杨林隧道外，路基、桥梁工程已经全面完成，预计 10 月底全线具备通车条件。

昆明三环

三环线路大致分为 6 段

确定经过这些地方

（滇池路-罗衙村立交）
西起滇池路，沿现状南连接线高速公
路线位向东，止于罗衙村立交，路线全长
约 9.8 公里。

东三环南段·昌宏路段

西三环北段
（普吉立交-滇缅大道立交）

（罗衙村立交-朱家村立交）

北接普吉立交，沿既有西三环向南，
止于规划三环-滇缅大道立交，路线全长
约 8.3 公里。

南与罗衙村立交相接，向北沿现状昌
宏路，与朱家村立交相接，路线全长约 5.9
公里。

东三环北段

西三环南段
（滇缅大道立交-滇池路）

（朱家村立交-金瓦路呼马山立交）
南起朱家村立交，
向北沿现状东三环走
向，
经虹桥村立交主线后北与金瓦路呼马山立
交（北三环范围）相接，
路线全长约7.0公里。

北接规划三环-滇缅大道立交，经现
状春雨路往南，在铁路石咀站位置拐向东
南，以地道形式穿越草海，在滇池路西侧
与南三环相接。路线全长约 8.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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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瓦路呼马山立交-普吉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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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昆明市住建局做客
“春城热线”，就一些市民关心
的话题进行解答。对于三环闭
合工程，正在开展规划方案研
究工作，按照“统一规划、分期
实施”的原则，结合当前实际，
拟先启动西三环南段（春雨路
段）及东三环南段（昌宏路段）
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该两
段设计招标，正在开展设计工
作，计划于年内完成前期。
据现阶段研究成果，昆明
三环快速路定位为城市快速
路，全长约 61.6 公里，设计车速
60-80 公里/小时，主线采用双
向 6 至 8 车道建设规模，采用包
括高架、地面、地下快速路多种
方式相结合的道路形式，全线
新建或改造枢纽立交 11 座。

南起金瓦路呼马山立交，以隧道形式
穿越呼马山，经严家山立交后沿现状沣源
路向西，经北京路口后沿盘龙江往南，经
金色大道，与既有岗头山隧道相接，向西
止于普吉立交。路线全长约 22.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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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约 25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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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绕城高速外环线全长约 255 公
里。其中，东南绕城高速起于小龙高速
金钟山连接线，止于晋宁余家海，途经空
港区、嵩明县、宜良县、澄江县、晋宁区 5
个县（区）14 个乡镇，全长 130 公里。
“目前，正在进行沿线服务区、停车
区的建设，以及沿线绿化种植等收尾工
作，除杨林隧道以外预计 6 月底具备通车
条件。”昆明绕城高速公路东南段工程建
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陈琼艳介绍，杨林
隧道全程约 9.6 公里，自 2014 年开工建
设以来，因地质条件较差，不确定因素较
多，严重制约了施工进度。目前正多举
措加快杨林隧道施工进度，确保在 6 月底
贯通，
10 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近日，在杨林隧道进口现场，仍有大
量涌水，施工人员 24 小时三班倒，紧抓项
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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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 、皮 卡 、物 流 车 、冷 藏
车 …… 在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位
于滇中新区汽车产业园的新车间里，
样品车型依次排开。昨日，在昆明市
重大项目集中采访中，记者从东风云
南汽车有限公司（下称东风云汽）获
悉，目前，新厂的联合厂房、车间厂房
和设备安装已完成，设备调试基本完
成，食堂、固废站等配套设施综合进
度已经完成 95%，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预计今年 6 月投产。
记者了解到，东风云汽整体搬迁
升级改造项目是省、市和滇中新区重
点项目之一，项目总体规划面积 600
亩，规划产能 15 万辆，主要生产皮
卡、SUV 和新能源汽车，项目分为两
期建设，目前一期一阶段已建成，具
备出车条件，现正进行设备设施的调
试和试生产，预计 6 月份投产和进行
批量生产。试制中心建设已进入招
标阶段，预计 10 月份竣工，二阶段建
设也已全面启动。另外，项目二期预
计投资约 15 亿元，用 5 年时间增加
产能 10 万辆/年，达产后预计实现年
销售收入 150 亿元以上。项目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成
后，可提供 1500 个工作岗位。同时，
将引进 30 多家系统供应商，带动本
地零部件企业同步发展，形成完整的
汽车产业链。
“目前，园区内土地平整，水、电、
气、路、通信、排污、生活配套设施等
保障要素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可满足
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项目快速入驻
和生产。”现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至 2020 年，滇中新区嵩明杨林经济
技术开发区计划引进 3 至 4 家大型
汽车制造企业入驻，整车总产能达到
40 万辆，其中乘用车 30 万辆，包括
20 万 辆 新 能 源 汽 车 ，商 用 车 10 万
辆，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值预计达
600 亿元。同时，着力建设一批新能
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推广使用
新能源汽车，开展充电桩、充电站等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工作，规划建设集
中式充电站 3 个、公共（专用）充电桩
600 个，率先推进新能源汽车应用。
本报记者 罗宗伟

东南绕
建成通车后

在嵩明县连接新昆嵩、机场北高速
在宜良县连接昆石、宜石、福宜高速
在澄江连接呈澄、澄川高速
在晋宁连接昆磨高速
有助于完善昆明市干线公路网布局
有效疏散过境交通
能加强昆明与周边区域的互联互通
综合云南网、昆明日报等

江铃集团

在昆整装
新能源汽车
预计 4 月底下线
昨日，记者从江铃集团新能源汽
车昆明基地项目了解到，该项目自落
地滇中新区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来，进展顺利，第一台整装新能
源汽车预计今年 4 月底下线。据介
绍，江铃新能源昆明分公司是云南
省、昆明市和滇中新区的重点产业项
目之一，也是江铃集团第七座整车基
地、第三座新能源汽车基地。项目占
地约 800 亩，总投资 24.46 亿元，规
划产能 10 万辆。分为两期建设，一
期规划产能 5 万辆新能源汽车，投资
12.45 亿元，计划 2019 年 4 月底总装
车间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意味着，第
一台在昆明整装的新能源汽车预计
在今年 4 月底下线。
本报记者 罗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