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年底将达到9000公里，位居全
国第二，从昆明通往老挝、越南和缅甸
的境内段公路均已实现高等级化；

其中开通南亚东南亚航点数量居
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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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建设7个国家物流枢纽
记者：目前，云南省国家物流枢纽、

多式联运物流网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
是如何规划和布局的？

崔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
级巡视员）：一方面，根据《国家物流枢
纽布局和建设规划》，云南省将积极布
局和建设7个国家物流枢纽，分别为昆
明空港型、昆明商贸服务型、昆明陆港
型、大理商贸服务型以及红河（河口）、
德宏（瑞丽）、西双版纳（磨憨）等三个陆
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云南省多式联
运物流网的布局和建设，以昆明国家物
流枢纽为中心，红河（河口）、西双版纳
（磨憨）、德宏（瑞丽）三个边境口岸型国
家物流枢纽作为支点，四大通道（昆明
—大理—瑞丽；昆明—普洱—磨憨；昆
明—曲靖/昭通；昆明—弥勒/蒙自—河
口及昆明—开远—文山/砚山-富宁）为
支撑，联动滇藏通道以及昆明—临沧—
清水河通道两大辅助通道，形成北向成
渝经济区、南向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
经济区、东向长三角经济区、西向西藏
自治区的国内多式联运物流网。共规
划建设约 370 个物流项目，总投资
3900亿元。正在有序推进各大项目建
设，预计今年完成投资约150亿元。

重点搞好交通运输五网建设
记者：运输是物流行业全链条的一

个重要环节，请介绍一下对物流运输服
务工作的考虑和计划？

王雪松（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前一阶段主要开展

“三个试点”。在甩挂运输试点、无车承
运人试点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在多
式联运试点方面，把各块资源有效整
合，实现了多种运输方式的融合发展。

下一步工作中，重点搞好交通运输
五网建设，支撑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一
是公路网，建立健全全省公路网络，决战
决胜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二
是铁路网，实施铁路补网提质工程；三是
航空网，实施民航强基工程；四是水路
网，我们还要对水网进行改造，发挥水网
作用，推进水路“提级延伸”工程；五是邮
政快递网，推动快递物流园区建设和
129个县级集散中心等邮政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协调，推进国
际邮件交换局、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建设。

推进构建昆明大理“两个枢纽”
记者：请介绍一下云南省货运发展

情况及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
杜卫萍（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

公司货运部副主任）：云南铁路网以昆
明东为支点，呈放射性、大折角的路网
布局。当前，云南铁路建设正处于黄金
期，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国铁集团
加快云南铁路建设步伐工作要求，有序
加快在建铁路建设项目，全力推进干线
铁路建设和改造工作，缓解部分区段货
运能力紧张的情况，满足公转铁转移运
量运输需求。从上半年整体情况来看，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基本建
设投资已完成154.2亿元，是整个年度
计划的46.8%，高出去年同期水平的
32.2%，铁路建设发展速度较快。广大
线设备补强及电气化改造项目于今年
4月2日开工建设，大临、弥蒙、玉磨、丽
香、大瑞铁路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云南铁路网日趋完善，通道运输能力稳
步提升。

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上，到2025年，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年货
物发送量力争达到7200万吨，占社会
市场份额达到10%以上，实现铁路现代
物流与地方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积极
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推进构建昆明、
大理“两个枢纽”，打造王家营西、山腰、
瑞丽、磨憨“四个口岸”，打通中老、中
缅、中越“三条国际通道”。全力推进中
老昆万铁路标志性工程建设，充分发挥
好自贸试验区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好
中亚国际货运班列。发展跨境物流，并
通过减税降费、完善物流设施设备以及
提升物流服务水平等一系列措施，不断
优化营商的环境，助力省内企业更好发
展国际贸易，为云南建设中国最美丽省
份提供有力的支撑。

本报记者 杨质高 实习生 刘圆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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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129个县级物流中心建设
建设一批智能化智慧物流试点

我省十项措施打造
万亿级现代物流业
现代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昨日，记者从云南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系列

新闻发布会的第五场发布——现代物流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决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将重点采取十项措施推动万亿级现代物流业目标和任务落地落实。

近年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
完善，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持续完善

全省 2019 年现代物流业总收入达
5740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6%；国
家A级物流企业实现了数量倍增，5A级物
流企业在三年内由1户增加至8户，引进了
顺丰速运、普洛斯、新加坡丰树等多个国内
外知名物流企业落地；腾俊国际陆港、宝象
万吨冷链港、河口北山国际物流园等一批
重大物流项目先后投产；县乡村三级物流
网和冷链物流设施不断完善，县级物流中
心覆盖 109 个县，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
99.6%，冷库容积达440余万立方米；开通
国际货运航线9条，中亚（滇越）班列实现常
态化开行，全省口岸货运量连续四年增速
超过了30%。持续支持企业“走出去”设立
境外的物流公司，现已覆盖了老挝、泰国、
缅甸、越南等国家，衔接内外的跨区域物流
网基本建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物流支撑体
系正加快形成，现代物流业已成为推动我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航线466 条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6224 公里

铁路运营总里程

4031 公里

云南至越南铁路国际联运稳定运
行，至老挝万象铁路将于2021年底建成
通车，云南正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
及印度洋的综合交通枢纽。

着力提升物流服务能力：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
提出要推动物流业与相关产业高效
联动发展；实施冷链物流设施补短
板工程，完善城乡高效配送网络，培
育航空物流发展新优势，发展壮大
龙头物流企业；加快现代信息技术
在物流场景中的融合应用，构建智
慧供应链物流体系；加快中国（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型平台
物流载体功能建设，促进优质物流
资源和要素高效集聚，为全省产业
发展提供高效综合物流服务。

着力构建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主要围绕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务实推动与周边国家
互联互通国际大通道建设，提出以
完善内联外通纽带功能，打造战略
枢纽为重点，推进出境大通道沿线
关键节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参与
境外陆海国际联运物流节点建设，
打造国际国内无缝衔接的跨区域
物流网，着力构建航空运输为先
导、跨境铁路运输为基础、跨境公
路运输为支撑，铁海、公铁海、铁
水、陆空等多种国际联运方式并行
发展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加快形成
陆海联动、内外互济的双向物流新
格局，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
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近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提出了

“一个路径”“三个阶段”和“两个着力”的
万亿级现代物流业发展目标和任务。

“一个路径”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现代物
流业发展趋势，提出重点以高度社会
化、专业化、标准化、智慧化为目标，建
设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便捷高效、绿色
环保、安全有序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三个阶段”

到2025年

全省物流总收入达到1万亿元；

到2030年

达到2万亿元，现代物流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10%；

到2035年

建成连接我国内陆，面向南亚东
南亚和环印度洋周边经济圈的国际物
流大通道，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
略支点和物流枢纽。

“两个着力”

云南铁路货物运输吞吐量逐渐回暖云南铁路货物运输吞吐量逐渐回暖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供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供图

苏宁物流昆明基地苏宁物流昆明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秋明李秋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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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元/瓶

2350元/瓶

2450元/瓶

2550元/瓶

2700元/瓶

2750元/瓶

2930元/瓶

3050元/瓶

3150元/瓶

3350元/瓶

3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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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元/瓶

4000元/瓶

4100元/瓶

4250元/瓶

4400元/瓶

4900元/瓶

5200元/瓶

5300元/瓶

5400元/瓶

6500元/瓶

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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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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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台酒回收价格表近年来，一些以次充好甚至假冒
陈年名酒、或者收购时恶意压价的事
件提醒大家：买卖名酒一定要去正规
商店。金钱葵名酒品藏馆，工商注册，
常年收购、销售各年份名酒，实体店规
模大、装潢大气。多年来的诚信经营
赢得了市场，树立起行业标杆。即日
起，金钱葵再次提高收购价，承诺绝不
压价，以真正的实惠答谢广大市民，也
热忱欢迎市民到店参观选购。

金钱葵第三次提高收购价格 正规实体店绝不压价

那么，云南将如何构建万亿级的现代物流业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云南将聚焦
万亿级现代物流业“三步走”发展目标，重点采取十项措施推动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抓好一个规划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瞄准
《决定》提出首个万亿阶段性目标，高水平
编制我省“十四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
加强产业布局顶层设计，为万亿级现代物
流业开局起步打牢基础。

实施一项工程

以落实《决定》配套政策，即《产业发
展“双百”工程实施方案》为抓手，有的放
矢、精准施策，聚力打造一批发展质量高、
辐射带动力强的百亿级物流项目，精准遴
选并大力培育一批百亿级物流企业，充分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构建一个体系

推动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沿线重大项目及境外陆海国际联运物
流节点建设，强化国际大通道支撑；推进
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物流网等基础设
施“双十”重大工程实施，加快构建“通
道+枢纽+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布局一个网络

支持物流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和省
外设立分支机构，布局拓展面向环印度洋
周边经济圈及衔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
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经济圈的跨
区域物流网，培育国际航空货运、国际货
运班列形成竞争优势，加快融入国际国内
双循环互促发展新格局。

补齐一批短板

以实施冷链物流设施补短板工程为
重点，加快冷链物流基地、集配中心等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冷链物流专业化运营水
平和服务能力，培育冷链物流骨干企业。
推进城市配送模式创新，铺设城市末端智
能配送设施，推进129个县级物流中心建
设，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构建城乡高
效配送网络。

创新一批模式

结合打造“数字云南”，推动5G、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在物流全场景

融合应用，在仓储、运输、配送领域建设一批
智能化、无人化智慧物流试点。加快培育现
代供应链形成新动能，成立面向南亚东南亚
全球供应链发展联盟，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
网络，构建智慧供应链物流体系。

引育一批主体

在实施百亿级物流企业培育工程基
础上，支持现有龙头企业通过规模扩张、
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着力发展壮大
千亿级物流企业。重点发展一批组织化
程度高、专业服务能力强、具有品牌优势
的“专精特新”物流企业，满足个性化、多
样化物流服务需求。坚持内培外引相结
合，加大力度引进一批补链、强链、延链的
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落地发展。

打造一批载体

充分发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
型平台功能，高效集聚物流资源要素，以
物流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开放型平台建
设。依托各类型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
区，推动物流业与相关产业创新融合与高
效联动发展，增强相关产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物流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出台一套政策

按照工程化、项目化、具体化要求，制
定现代物流业施工图，细化重点发展领域
实现路径和具体措施。围绕发展所需，聚
焦短板弱项，精准研究制定有利于加快现
代物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土地、人才、
统计等配套政策措施。围绕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在滇
投资企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让企业在云
南放心发展、安心创业。

健全一个机制

发挥现代物流业领导推进机制作
用。组建成立由分管省领导任组长、省商
务厅牵头、相关省级单位配合的产业发展

“双百”工程现代物流业推进组。加强重
点工作、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统筹，形成
高位推动、部门联动、责任清晰、分工明确
的产业发展强大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见效。

十项措施推动目标任务落地

打造万亿级
现代物流业

建
设
现
状

目
标
任
务

现代物流产业规模
快速扩大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开屏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