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3 年底一直停
工的昆明丽阳星城二期15
栋烂尾楼将以爆破方式重
生，具体爆破日期暂未明
确。昨日，丽阳星城项目
方——昆明西山土地房屋
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和丽阳星城A1\A3\A4地
块拆除工程工作指挥部办
公室分别组织召开新闻发
布会，就拆除原因、爆破范
围、爆破准备工作、爆破时
的人员安全疏散、交通管
制、应急措施等相关事项
进行了说明。

丽阳星城二期
15栋烂尾楼
将爆破拆除

设4个片区疏散，周边道路交通管制
对周边房屋进行保全

聚焦 A04-05 2021年7月31日 星期六
主编张大升 责编丁星亦 美编吉思进 校对石春林杨飏

丽阳星城二期项目位于昆明市五华
区海源北路北侧，慧宁路南侧，云冶专线
铁路西侧，西三环路辅路东侧。2011年
启动建设，原开发商是昆明西山土地房屋
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
西房)。项目占地约340亩，分为4个地
块进行开发建设，即A1、A2、A3、A4。
其中，A1和A3地块为商业，A2和A4地
块为住宅。A2地块4栋高层住宅已经完
成交付，建筑面积约13.6万平方米。

2012 年，由于昆明西房资金链断
裂，该项目被云南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
有限公司控股接盘，项目更名为云锡·金
地，2013年 7月，由于各种原因，云锡·
金地建设停工。2014年本是云锡·金地
A2地块计划的交房时间，但因项目停

工，直至2015年3月才开始交房。除了
已交房的A2地块4栋高层建筑，其余3
个地块A1\A3\A4共计15栋高层建筑
自2013年底停工烂尾至今。

为解决项目烂尾遗留问题，政府通
过云南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方式对项
目进行重启重建。2020年12月29日云
南鸿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
获得该项目的开发权。2021 年 1月 5
日，云南鸿禾置业有限公司收购了昆明
西房100%股权及债权正式接管昆明西
房公司。

为了保持项目的延续性，该烂尾项目
仍以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为名义主体启动项目重建。

丽阳星城A1\A3\A4地块拆除工程
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在昨日下午召开的新
闻通气会上介绍，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已
制定了“1+12+1”的系统保障方案，包括
1个项目实施总方案，疏散、消防降尘、
警戒、交通管制、房屋安全检测、应急抢
险等12个子方案和1个系统保障应急总
预案。

五华区应急管理局成立现场消防救
援队、综合应急队、防汛应急队、城管后勤
队等应急抢险救援队伍8支，爆破当天拟
出动救援人员124人；成立应急通信、供
电、自来水、燃气、铁路等应急抢险或检测
队伍5支，协调配备挖机5台和相应操作
人员，做好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处
置准备。

为减少粉尘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五华
区消防大队将调度25台消防降尘车喷水
降尘（共设置21个固定降尘点，4个机动
补位降尘点）。预计在爆后10至15分钟
之内，大部分粉尘能得到有效控制。

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对拆除
工作实施前、实施后，对项目周边影响范
围内的房屋安全进行保全以及监测。在
项目拆除前、后，对黑林铺街道卫生院、春
城慧谷A2地块1#综合楼（怡宁地产）、1#
住宅楼、1#商铺（培训机构）、昆明市政府
三幼慧谷分园、丽阳星城二期A2地块1

栋～4栋、昆明市安全生产协会、丽阳星
城幼儿园、丽阳物业办公室及丽阳星城一
期121栋、122栋、高2栋、高3栋等房屋
进行入户房屋保全工作。目前，拆除前的
保全观测已基本完成。

为确保拆除当天对影响范围内的房
屋有全面准确的掌控，由第三方检测单位
对爆破建筑区域周边房屋进行入户裂缝
监测，爆破前做一次垂直位移变形及水平
位移变形记录。爆破后做两次，分别是当
天爆破后和爆破后五到七天。爆破当天
在爆破前、后对周边较近建筑（黑林铺街
道卫生院、丽阳星城幼儿园）进行沉降和
变形观测，当变形测量过程中出现异常且
异常趋势不稳定时，将立即报告爆破指挥
部以便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同时及时增
加观测频率，每间隔5分钟、10分钟、30
分钟、60分钟、120分钟直至沉降变形趋
于稳定为止，以获得准确、全面的沉降数
据和变形信息。

在房屋拆除时，若周边建筑出现应急
状况，房屋监测组将立即上报爆破指挥部
进行处置；拆除后收到周边住户反应房屋
有损坏时，也将立即组织检测人员入户检
测，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在拆除当天，五华区住建局也将派遣
工程技术领域专家及相关法律顾问到现
场接受咨询。

此次爆破疏散分为四个片区
进行（详见疏散分区示意图蓝色划
线范围），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
阻断措施，蓝色划线范围以外周边
居民不受影响。

为确保人员绝对安全，涉及疏
散的住户需撤离到管制区域黄线
划定的警戒线外，红线范围为绝对
无人区，黄线为疏散警戒线。

第一片区：春城慧谷 B 区 1
栋、9 栋、15 栋住宅楼，春城慧谷
幼儿园、海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集斌艺术培训学校、怡宁集团 1
号综合楼、宇华洗车场、慧谷路沿
街部分商户。

第二片区：云锡金地(A2地块)
1栋、2栋、3栋、4栋住宅，昆明市安
全生产协会、丽阳星城幼儿园。

第三片区：丽阳星城一期高2
栋、高3栋、121栋、122栋、123栋、
104栋、105栋、海源北路沿街商户
75户。

第四片区：丽 阳 星 城 A1、
A3、A4 地 块 项 目 范 围 ，以 项 目
围墙为界。

项目概况烂尾多年两次“易主”

目前国际、国内拆除高层建筑的常用方法只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机械拆除，就是把拆除机械(挖机、切割机)通过大型吊车吊
到屋顶，逐层进行机械挖除。该方式拆除最快3天一层，一栋建
筑在机械没有任何故障的条件下拆除需要近81天。拆除扰民
时间长，粉尘、碎石等对周边的安全及环境影响都非常大。

第二种方式就是爆破拆除，其优点是施工周期短、技术成
熟、安全可控，但相对费用高，是目前高层建筑拆除的最佳选择。

由于丽阳星城二期烂尾项目需拆除的15栋建筑均为高
层建筑，为了最低限度地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减少对周
边居民及其财产、市政设施的损坏，昆明西房决定采取影
响最小、安全性更高的整体爆破拆除方案。

广东中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曾圆满完成昆明两栋标志性建筑的
爆破拆除，包括原昆明市政府办公大楼拆除项目、昆明市老工人文化
宫拆除项目。

“1+12+1”系统保障 安全举措

中人爆破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拆
除范围场区内共有15栋待拆楼房，地面
以上总拆除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包
括4栋框架核心筒结构及11栋剪力墙
核心筒结构高层建筑，需采用控制爆破
方式，通过精准的爆破网络延时，实现
逐栋定向倒塌。

对于爆破现场和倒塌产生的振动，将
在楼房的倒塌方向前方构筑减震堤，可以

对楼房倒塌冲击起到缓冲作用，减弱倒塌
触地振动；还将切断施工场界周边地下室
顶板，起到减振沟作用，隔断爆破振动的
传播。对于爆破飞石，将使用多层密目网
对装药爆破部位、爆破切口范围进行严密
的包裹覆盖防护。一般情况下，使用20
层密目网覆盖，对一些重点部位，增加到
30层。这样的飞石防护措施下，可将爆
破飞石距离控制在30米以内。

减缓振动控制飞石 定向倒塌

该爆破项目委托具有爆破工程施工
一级资质的广东中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人爆破）进行施工方案编制
并实施爆破施工。邀请公安部专家库内
的高等级专家对中人爆破出具的施工方
案进行了专家论证，提出修改意见，经过
认真修改完善，最终施工方案通过专家
评审。

为了确保安全，昆明西房请项目周
边自来水供水管道、电网电力设施、燃
气设施、通信及广播安全设施等特殊设
施设备产权单位就推进、实施丽阳星城

二期A1\A3\A4 地块拟拆除工程出具
了专业意见，并根据各专业单位意见对
相关可能产生影响的设备设施进行了
保护处理。

之后,又委托第三方爆破一级资质企
业单位对项目技术方案进行了安全评估，
完成了安全评估报告。还委托了云南本
地符合资质要求的监理单位作为爆破安
全的监理单位，又增加了一道屏障。从事
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监控。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爆破拆除施工
的所有预备工作。

多次评估全程监督 爆破准备 作业期间，现场周边住户要按
照街道社区的安全告知做好相关
准备工作。

1. 提前将各种车辆停放至安
全区域，尽量关闭门窗防尘、防噪，
防止宠物行为异常。

2.外出的群众要确认家中水、

电、气、门窗等均已安全关闭。
3. 在外的居民请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和相关人员疏导管控工作，
尽量不在现场周边聚集围观。

4.家中有老人、小孩的请认真
照看好，避免发生高坠、拥挤踩踏、
突发疾病等意外事故，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和伤亡。

重要提示

周边住户要做好相关准备

人员疏散

交通管制范围：西北三环
（含）、海源北路（含）、商院路（不
含）、云冶铁路（含）、海屯路（不含）
围合区域。

管制期间车辆绕行线路：南向
北方向可选择通过滇缅大道、二环
西路下层、二环北路下层、普吉路
绕行。北向南方向可选择通过王
筇路、普吉路、二环北路下层、二环

西路下层、滇缅大道绕行。其他道
路绕行路线：通过管制区域外围道
路绕行。

涉及公交线路：56路、180路、
Z8路、Z131路、70路、81路、83路、
85路、Z7路、Z82路、K13路、127
路、267路、116路、Z62路、208路、
106路、113路等共18路公交车。
（具体调整以公交公司通知为准）

交通管制

车辆禁停区示意图

新闻链接

占地面积：42.22亩

建筑高度：70米

楼层数量：18层

爆破时间：2013年

本报记者 张勇 文 周柯妤 摄

占地面积：30911平方米

建筑高度：82.56米

楼层数量：17层

爆破时间：2011年

为何选择拆除？
1.丽阳星城原有户型设计最大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小的仅有45

平方米，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且原设计塔式住宅难以满足现代人对住
宅南北通透、通风采光的需求。

2.由于项目烂尾时间过长，项目地下室被雨水长期浸泡，建筑
外观也有一些质量缺陷，存在隐患。该公司经过反复论证评估，拆
除重建是确保项目质量的唯一选择。

为何选择爆破？

解答

原昆明市政府大楼

20世纪90年代建成使用。

原昆明市工人文化宫

1985年12月建成使用。

为确保居民财产安全，指挥
部办公室对慧谷路、慧宁路、海源
北路、西三环主道及辅道、云冶铁
路等设置了车辆禁停区，爆破当

天所有车辆禁止停放在车辆禁停
区范围内（详见车辆禁停区示意
图），请各位车主提前安排停放好
自己的车辆。

车辆禁停

安全警戒区以海源北路、西
北三环（含辅路）、慧宁路、云冶
铁路合围范围内区域为主，包含
临近小区部分内部区域。警戒区

范围内所有人员疏散完毕后，公
安机关将会同相关工作人员实施
临时管控，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警
戒区范围内。

安全警戒

疏散分区示意图

管制区域图

绕行线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