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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要闻

省委省政府召开昭通现场办公会强调

昭通要打造滇东北开发开放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 杨猛 左超） 4 月 29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昭通现场办公会。会
议强调，昭通市要准确把握自身在全省乃
至全国发展大局中的特点，科学谋划未来
发展路径，努力成为脱贫致富示范区、生态
保护修复排头兵、滇东北开发开放新高地。
省委书记阮成发、省长王予波率队调
研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李江出席。
上午，与会领导深入鲁甸县、昭阳区调
研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和后续帮扶、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等情况。在鲁甸县卯
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阮成发强调，要
精细做好社区管理服务工作，公示公开群
众就业情况等相关信息，优化办事服务平
台系统和流程，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急
难愁盼问题。在调研食用菌、苹果等特色
产业发展时，
阮成发强调，要大力引进精深
加工企业，提高加工转化率，提升附加值。
与会领导还到昭通规划馆，调研了解城市
规划建设以及工业、综合交通重大项目等
情况。

下午，
阮成发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昭
通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调研组前期调研
情况汇报。
阮成发指出，
昭通打赢脱贫攻坚战，各
项工作迈上一个大台阶，但发展滞后仍是
最大的市情，
现在还不是摆庆功宴的时候，
要重整行装再出发，继续保持苦干实干的
作风，确保脱贫质量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
检验，确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中不掉队。
阮成发强调，昭通要把防止规模性返
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群众致富
作为头等大事，认真落实好“一平台、三机
制”，实现“四个全覆盖”，稳住易地扶贫搬
迁成果，大力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努
力成为脱贫致富示范区。
阮成发指出，要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找到位置、发挥作用，
打造滇东北开发开放新高地。昭通要发
展，一靠农业，二靠工业。要加快打造绿色
有机农业基地，以绿色、高端、精品为方向，

做大做强苹果、马铃薯、特色竹、养殖等产
业，打造更多地理标志产品。要加快推进
工业振兴，大力发展电力、绿色硅、绿色铝
等产业，做大做强工业经济。要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高水平建设昭鲁中心城
市，加快县城建设改造，加强特色集镇建
设，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大力提升城镇化发
展水平。
阮成发强调，要坚定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安全屏障，争当生态保护修复排头
兵。
阮成发指出，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
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乌蒙铁军，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力戒形式主义，厉
行节约，
杜绝铺张浪费，
把有限资金用在解
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上。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向着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王予波强调，昭通市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关怀嘱托，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大文章，落实好“一平台、三机制”，做好
搬迁群众后续扶持，实施好乡村建设行
动。要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文章，切实扛
起金沙江流域、赤水河源头保护治理责任，
深入实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抓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要做好
滇东北开发开放大文章，构建“传统产业+
支柱产业+新兴产业”迭代产业体系，高水
平建设昭鲁中心城市，构建滇川黔渝区域
综合交通枢纽。要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大文
章，抓好转移就业、创新创业、教育培训、素
质提升，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昭
通市各级领导干部要传承好长征精神，解
放思想，苦干实干，务实廉洁，交出一份高
质量发展的合格答卷。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
领导出席会议。

云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之 3
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中老铁路预计今年内建成通车
昨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云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对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进行专题发
布。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外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情况。记者从发布会获悉，在
国际大通道建设中，备受关注的中老铁路预计将在今年建成通车。

开通南亚东南亚客货运航线 55 条

医疗卫生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2015 年以来，云南省各族干部群众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持续加强
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搭平
台、建机制、促合作，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赵波介绍，截至目
前，我省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已经实现了
澜湄 5 国全覆盖，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缔结
友城 46 对。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
会、
“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在线展、南亚东
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
—南亚合作论坛、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
作工作组会议，云南在推动我国与南亚东
南亚国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主体
省份地位进一步凸显。
在国际大通道建设中，铁路方面，中
越铁路境内段已建成并实现全线准轨电

在地方外事工作中，我省始终坚决贯
彻落实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
交方针，强化党对地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着力依托机制平台深化区域合
作。配合外交部举办首次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外长会，正式开启澜湄合作机制，
承办澜湄合作外长会、高官会和联合工作
组会等一系列澜湄合作会议，统筹组织涵
盖跨境经济、产能合作、教育、旅游、科技、
卫生、智库等领域的澜湄合作系列活动。
不断完善滇柬、滇老、滇缅、滇泰、滇越、滇
马（马尔代夫）等双边合作机制，在促进中
缅中老中越和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方

气化；
中缅方向大理—临沧铁路已建成通
车，大理—瑞丽铁路加快推进；中老铁路
预计 2021 年内建成通车；公路方面，中
越、中老、中缅国际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
全线贯通，境外段中老高速万荣—万象段
已建成通车，中缅高速木姐—提坚—曼德
勒公路和皎漂—内比都公路可行性研究
报告初步审查已完成。水运方面，澜沧
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实现了集装箱运输
零突破。
航空方面，截至 2020 年，累计开通南
亚东南亚客货运航线 55 条，通航城市 33
个，基本实现南亚东南亚首都航线全覆
盖。能源方面，已建成 13 条跨境电力联
网通道，与越南、老挝、缅甸实现局部电力
联网；中缅油气管道全线贯通运行，成为
我国第四大能源陆路进口通道。通信方
面，中老、中缅实现网络设施互联互通，国
际通信服务覆盖周边 8 个国家。

去年我省新增设境外投资企业 37 家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我 省 设 立 境 外
投资企业 888 家，累计直接投资 121.62
亿 美 元 ，涉 及 61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2020
年，我省新增设境外投资企业 37 家，对
全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 10.17 亿美元，在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情况下仍实现了同比增长
6.85%。其中，对南亚东南亚的投资约
占投资总额的 62%。
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浩一山
介绍，云南对南亚东南亚的主要投资领
域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
业、制造业等。
在与南亚东南亚有关国家合作开发
园区方面，截至 2021 年 3 月，老挝万象
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已累计完成投资 8.17
亿美元，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 92 家企业
已签约入驻开发区，已完成一期建设。
中柬文化创意园预计投资 2.14 亿元人民
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吴哥的微笑大剧
院、打造新版《吴哥的微笑》演出，以及博
物馆、文化交流中心、文创衍生品展示销
售中心和餐饮文化中心，建成后将成为
柬埔寨最大的文化主题园区。

面达成一系列共识，取得了多双边合作相
互促进的良好效果。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新
闻发言人，省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杨绍成
介绍，除了深化区域合作外，近年来，云南
还通过开展医疗卫生合作夯实民意基
础。云南“光明行”
“ 爱心行”等公益医疗
活动已成为中国对周边卫生合作的典
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 20 余个国家
捐赠防疫物资和设备，并先后组派抗疫医
疗专家组赴老挝、缅甸支持抗疫，为老挝
万象、缅甸曼德勒、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援
建核酸检测实验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人民币已成全省第二大跨境结算货币
在启动沿边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基础
上，2015 年云南启动了面向南亚东南亚
金融服务中心的建设。开展跨境人民币
结算试点以来，至 2020 年末，云南省跨境
人民币累计结算金额 5885.70 亿元，业务
覆盖全省，结算总量全国排名第 16 位，边
境八省第 3 位，与境外 101 个国家（地区）
建立了跨境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已成为全
省第二大跨境结算货币。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 局 长 、新 闻 发 言 人 张 霞 介 绍 ，截 至
2020 年末，跨境人民币业务已覆盖全省
16 个州市、23 个对外口岸，有力促进了
全省贸易投资结算便利化水平。此外，
跨境人民币便利化业务有效简化企业
办理结算业务手续。以自贸试验区为
例，云南自贸试验区内银行在“展业三
原则”基础上，依据优质企业提交的跨

境业务人民币收付款说明或者收付款
指令，直接为企业办理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同时还办理
了资本项目的人民币收入资金在境内
的支付使用。截至 2020 年末，全省共为
优质企业办理便利化试点业务 1560 笔、
25.03 亿元。
本报记者 孙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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