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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个老旧小区
改造名单确定

A11 要闻

富民一施工道路塌方
导致 1 人遇难 2 人受伤

这些片区将先改造 看看有没有你家小区

12 月初，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明确提出，
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计划改造 263.31 万平方米、
31551户、
1432栋楼、
179个小区，
通过改善人居环境，
增强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昨日，
记
者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
昆明市计划2019 年启动改造的179 个老旧小区名单已经确定，
五华区、
盘龙区、
官渡区和西山区均初步明确了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总面积约 1000 万平方米
今年 8 月初，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昆明市
范围的城镇老旧小区进行了摸底排查，2000 年前建
成使用的老旧小区涉及全市 14 个县（市）区（不涉及
高新、
经开、
度假、
阳宗海），涉及建筑总面积约 1000

万平方米。对于列入 2019 年、2020 年改造计划项
目，目前，各县（市）区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有的
已完成项目立项、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
的编制等工作，
有的已开工建设。

多方筹资共同参与改造
昆明市自 2016 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至今，改
造资金主要以财政支持为主，有的项目在改造前期
通过宣传有效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捐资捐物），有的
项目管线单位也落实了改造责任，但投入的资金和
改造效果距国家、省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内容较多，在新一轮的规
划中，相关部门建议，水、电、气、通信等运营企业可
以借国家老旧小区改造的东风，配合属地政府对小
区内以及周边相关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基础设
施进行联动改造。
此外，老旧小区改造时对政府相关单位资源进

行整合，例如：健身路径铺设、环卫设施增补等，教
育体育、城市管理部门原定投资计划，整合纳入作
为地方财政投资统计。
同时，鼓励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投资，并通过获
得特许经营、公共位置广告收益、便民服务等途径
收回改造成本的方式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而对于
具备市场化运作条件的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助
餐、超市、保洁、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则可以采取
小区业主利益捆绑开发、商业捆绑开发等方式，运
用市场化手段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昨日 11 时 35 分，老昆禄公路富民路段附近一正在施工的道
路发生塌方事故，造成 3 人被埋。接到报警后，富民县消防救援大
队立即出动两辆消防车 11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救援，并通知县应急
局、公安、120 等部门到场协同处置。
12 时 04 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了解得知，有 3 人被困 1
人已被救出。了解情况后，中队指挥员董林立即对现场情况再次
进行勘察：该路段因涉及管道的掩埋，在地面先挖有一个长 25m、
宽 8m、深 3m 的大土坑，然后再由施工人员挖掘沟渠以用来掩埋
管道，沟渠深约 170cm、宽 60cm，由于没有对沟渠旁的土石采取
防护措施，一块长约 3m、宽 3m、厚 90cm 的土石方从大坑内壁断
裂，土石方瞬间落入沟渠中，导致正在施工的 3 名人员被掩埋。事
发后，1 人已被现场施工人员营救出来，送往医院救治；1 人被土石
方压住，
无法动弹，
但意识较为清醒，
另 1 人则不幸遇难。
因沟渠内操作空间极为狭小且全是泥土，而土石方又硬度不
够，几名救援人员只能采取徒手刨的方式救援。13 时 26 分，第二
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13 时 54 分，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救出。遗
憾的是，
其中 1 人已经遇难。
本报记者 刘嘉 通讯员 代华超 吕国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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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片区老旧小区先改造
五华区：拟改造顺城社区、黑林铺社区、圆通社区、文化巷社区、春晖社区、威远街社区、文
庙社区、
龙锦社区、
莲华街道、
菱角塘社区等地的部分老旧小区
官渡区：
拟改造曙光小区、
曙光东区、
太和街道等地的部分老旧小区
西山区：
拟改造金碧片区、
马街片区、
福海片区、
永昌片区等地的部分老旧小区
盘龙区：
围绕东华、
拓东、
联盟、
鼓楼四个街道等地的部分老旧小区进行改造。

推动经贸合作 撬动老中边境产能

磨丁展现
“一带一路”
新机遇
近些年来，随着中老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发
展，特别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
业对老挝的投资规模和投资领域都呈加速增长态
势。这从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
中就可以窥见一斑。

磨憨-磨丁口岸大放异彩
在中老双边商贸往来中，磨丁-磨憨口岸表现
最为亮眼。2016 年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成
立至今，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促进双边贸易
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2 年，老挝政府将磨丁经济特区建设工作交
给滇企海诚集团，根据海诚集团的规划，未来的磨
丁将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免税天堂和国际贸易自由
港。磨丁经济特区将实行“境内关外”的保税政策，
享受东盟自贸区的免税、保税和老挝特区优惠政
策。海诚集团准备在这里打造四大产业集群：国际
商业金融会展产业、国际旅游度假产业、国际文化
教育医疗产业以及国际保税物流加工产业。

磨丁发展，联动滇老
2018年，
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第九次
会议（简称
“老北会议”
）在磨丁举行。今年，
第十次老
北会议首次举行了高端智库论坛，
又将磨丁重新提上
了议程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可见磨丁作为
“一带一路”
的合作蓝本，
对滇老双方有很大的昭示性。
在老挝磨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席、海诚集团董
事长周昆看来，
磨丁的发展对云南、老挝的跨境游有
巨大的助推作用。他认为，
西双版纳、以清迈为代表

的泰国北部都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但目前两
边并没有有效地相互交汇和整合，
“症结点就是没有
一个便利的通道，比如交通、通关和完善的服务体
系，磨丁正好处在两大客源地的交汇点上。”一旦磨
丁解决硬件设施和服务体系两大问题，
无论是人流、
物流，
还是资金流、信息流，
都将得到迅速提升。
税收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点。周昆介绍，在磨
丁经济特区，涉及到企业的税种为营业税和个人所
得税，税率都是 5%。还有一个就是不动产交易税，
税率为 0.5%，
税率低于很多国家。

招商瞄准康养和高端现代服务业
周昆介绍，磨丁经济特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很
注重“选商”，符合磨丁发展定位的、没有污染的、附
加值高的产业才考虑。
“ 磨丁的产业规划是对照新
加坡、中国香港来打造的，不是什么低端产业都引
进来。”因为磨丁很小，周边全是原始森林，气候也
非常好，非常适合康养和高端现代服务业。
本报记者 杨兮

5 条索道
救援演练
“缆车出现故障，被困游客只能悬在空中，怎么办？”为提升和
打造昆明地区 5 条索道（昆明旅游索道、西山景区龙门索道、世博
园金博索道、昆明轿子山索道、世博宜良九乡索道）应急互助救援
队伍的技能水平和突发情况时的应急救援工作处置协调能力，昨
日，昆明地区 5 条索道互助救援演练在滇池畔的昆明索道公司上
演。昆明地区 5 家索道公司的应急互助救援模式源于 2005 年，历
时 14 年，已转变为“企业自救、行业互助、政府救援、社会参与”四
位一体的联动救援机制和救援队伍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 李赛 龙宇丹 摄影报道

全省民办学校达 5614 所
“到 2018 年底，全省民办学校总数已达 5614 所（不含培训机
构），比 2015 年增加 997 所。”昨日，2019 年云南省民办教育发展
大会在昆明召开，云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邹平在会上公布了全
省民办教育的相关数据。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省民办学校总数已达 5614 所（不
含培训机构），比 2015 年增加 997 所；在校生 145.08 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26.99 万人；教职工 11.56 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2.7 万人；专
任教师 7.32 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1.92 万人；全省民办学校固定资
产总值超过 185.89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63.15 亿元。此外，全省
还有民办培训教育机构 6000 余所，年培训 400 多万人次。
本报记者 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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