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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藏馆：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3幢9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德宏酒店门店：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乘坐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路到金牛小区站
杨总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13888 311919、13888 251919

我公司仅在蓝山数码、德宏酒店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敬请消费者区分

免费上门收购、鉴定，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五粮液等各种名酒，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特别
提醒长期高价回收各年份名酒

广告

位于滇池路的金钱葵名酒品藏馆常年收

购、销售各年份的名酒。本着“诚信经营，绝不

压价”的经营宗旨，赢得了不少市民的认可，树

立行业标杆。

金钱葵重金收购茅台、五粮液、剑南春、

泸州老窖、郎酒、西凤酒、董酒、汾酒等品牌的

陈年名酒，并且收购价高于市场平均20%！

除了回收，金钱葵也销售名酒。凭借货

真价实的诚信，不少回头客专门到金钱葵购买

名酒，金钱葵也成了以酒会友的好去处。

货真价实 买卖名酒就去金钱葵名酒品藏馆
各年份茅台收购价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收购价
1950元/瓶
1980元/瓶
2200元/瓶
2300元/瓶
2400元/瓶
2550元/瓶
2700元/瓶
2800元/瓶
2900元/瓶
3000元/瓶
3200元/瓶

年份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收购价
3400元/瓶
3500元/瓶
3600元/瓶
3700元/瓶
3800元/瓶
3900元/瓶
4400元/瓶
4500元/瓶
4700元/瓶
5700元/瓶
6800元/瓶

年份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收购价
7000元/瓶
7100元/瓶
7500元/瓶
13000元/瓶
13200元/瓶
13300元/瓶
13500元/瓶
13700元/瓶
14800元/瓶
17000元/瓶
17500元/瓶

年份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收购价
17800元/瓶
18000元/瓶
20000元/瓶
20500元/瓶
20600元/瓶
23000元/瓶
23500元/瓶
25000元/瓶
30000元/瓶
35000元/瓶
50000元/瓶

年份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1970年
1969年
1968年
1967年
1966年

收购价
60000元/瓶
80000元/瓶
15万元/瓶
16万元/瓶
18万元/瓶
20万元/瓶
25万元/瓶
28万元/瓶
35万元/瓶
38万元/瓶
40万元/瓶

茅台酒回收价格表

今年4月15日，云南省卫生健康
委发布的《云南省昆华国际医院（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东院）设置审批前
公示》，明确云南省昆华国际医院即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选址昆明市
金马凉亭片区。28日，记者从凉亭片
区的开发企业昆明东骏置业有限公
司获悉，目前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用地上的集体土地征收工作已
过半，国有土地的征收工作已开始，
力争今年内将部分地块交付医院的
建设单位。

昆明东骏置业有限公司是昆明
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
主要负责实施东连接线支线（官渡辖
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开发总面
积1.4万亩，其中方旺片区规划覆盖
3000 亩，凉亭片区规划覆盖 1.1 万
亩。昆明东骏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晓梅介绍，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

位于凉亭片区B地块1号地块，划定
征拆范围面积498.25亩，其中规划净
用地面积238亩，其余面积为配套设
施及绿地用地。

据悉，为了确保能如期完成计划
用地范围内的征迁工作，该公司第一
时间成立“医疗项目攻坚专项小组”，
由公司主要领导挂帅，抽调公司土地
一级开发专业骨干团队，积极协调和
配合官渡区政府及金马街道办事处，
加速推进土地一级整理工作，力争如
期完成征迁工作，开工建设。

专项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该项目已完成选址范围内涉及集体
和国有土地权属和建构筑物测绘调
查工作，从规划图上看，云南冶金技
工学校、云南农垦石油公司、云南商
业物资有限公司等均分布在征收范
围内。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
行相关数据的公示工作，向辖区居

民和企业宣传项目的重要性和相关
政策。

此外，项目用地控规调整方案已
通过2020年市规委会第6次会议审
议，正在申请办理项目的规划条件；
官渡区政府也已于4月28日正式发
布了集体土地补偿方案，并启动开展
集体土地动员、征收和搬迁工作。

本报记者 罗宗伟

作为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的一期项目，
位于安宁市连然街道大桃花村的公铁联运港项目
——南亚陆港国际物流中心预计今年6月初完成
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

28日，记者来到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公
铁联运港，500亩的土地上已经盖起了配送仓库、
转运仓库、集装箱堆场等，一个现代化物流服务基
地已跃然眼前。“目前公铁联运港项目主体工程已
全部完工，现阶段正在进行收尾和竣工验收工作。
预计在今年6月投入运营。”昆明南亚国际陆港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兰世祥告诉记者。

在联运港项目旁边，桃花村铁路货运场正在
建设。目前，货场已完成5条全列贯通线建设，包
括两条普货线、两条集装箱专线和一条特货专线，
后续还将建设4条。建成后将成为云南省最大的
铁路货运枢纽站，以及昆明西部综合性的区域物
流中心。联运港与贴邻的桃花村铁路货运站共同
构成了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综合运输网络中公
路、铁路的衔接转换节点，两个项目的实施可以更
好发挥公铁联运优势，提高区域综合运输效率和
服务水平。

记者了解到，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规划为
集转运、仓储、加工、配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
化物流服务基地，规划设置公铁联运、集装箱运输、
信息服务、工商税务、金融结算等多种现代化物流
服务功能，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运转，
满足联运港辐射区域内各种现代物流服务需求。

建成后，将吸纳上千家物流企业入驻，催生3
万余就业岗位，发挥物流园区的规模集聚效应。
目前，京东汽车、可口可乐等项目已在园区实现试
运营。兰世祥希望，有仓储、物流运输、贸易、办公
等业务需求的企业到园区参观考察，一起谋发展。

与传统物流园相比，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
园采用智慧化管理。同时，园区还打造了物流信
息平台，并串联了铁路货运信息平台、全国智慧物
流信息平台、全国战略合作信息平台，实现上游对
货源信息的整合，下游对物流企业、司机个体的整
合，通过平台实现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易、配载。“简
而言之，货车司机可利用平台实现‘车找货’，不用
担心找不到货的情况，入驻的企业也可依托平台
实现‘货找车’，不用担心货拉不出去的情况。”兰
世祥说。

现在，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13平方公里
的土地一级开发正在逐步实现，已完成3311.86
亩土地收储，挂拍出让1241.28亩。今年，昆明南
亚国际陆港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两条园区主
要交通路网正在加紧建设，其中普河路将在今年
底建成通车，珍泉路延长线东段今年内力争路基
全线拉通，明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罗宗伟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国有土地征收工作已开始

力争部分地块
年内交付建设单位

昆明南亚国际陆港物流园

公铁联运港
预计下月运营

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
所5月29日发布《2020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显示，昆明被划分为二线城
市。去年，昆明首次上榜新一线城
市，而今年不再在此列，对此，多位专
家表示，不必太在意这一榜单，而且
昆明的后续建设会越来越好，努力之
后有望再入新一线榜单。

昆明2019年上榜过新一线城市

行列，主要原因是昆明的人才吸引力
显著提升，其人才吸引力从2018年的
23名一跃为2019年的12名。今年，
昆明的综合得分为48.84分（去年是
52.27 分），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排在
21名，比去年下降了2个名次，在30
个二线城市中排在第二位，排名在宁
波之后。

此外，基于此次疫情，新一线城市

研究所推出了《2020城市应急能力报
告》，而应急能力能达到A的城市有
11个，昆明也在其中。另从人均数量
看，昆明和杭州分别是人均书店最多
和人均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城市。云南
的其他城市中，除了昆明为二线城市
外，曲靖、红河和大理被划分为四线城
市，其余的丽江、西双版纳、保山、昭通
等12个城市被划分为了五线城市。

《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揭晓

昆明列为二线城市

对于昆明不再列为新一线城市，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列入新一线城市有很
多因素，以前出现了房地产市场的
一些炒作，或者说投资热潮，这对昆
明入选新一线城市是有积极作用
的；但是另外也要看到，新一线城市

比较多，和昆明同类的也比较多，排
名指标变动把昆明挤出去是可能
的，但这毕竟只是一家机构评出来
的，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总体上来
讲，昆明的后续建设会越来越好，这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
析师王小嫱认为，昆明作为旅游城

市，其经济发展依赖旅游人群，2020
年新冠病毒的突袭，对旅游行业有较
大影响，昆明城市活跃度降低也使得
昆明没有进入新一线城市序列。但
昆明城市还处在发展中，随着疫情褪
去，旅游业逐渐好转，未来昆明还有
可能再次进入新一线城市的榜单。

本报记者 张勇

一家之言只作参考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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