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保山全市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 65.8%，保山获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称号，腾冲被命名为全
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

围绕高黎贡山生态保护，保山
守护绿水青山，让更多人共享绿色
保山。2018年，保山全年接待旅游者
2982万人次，增长18.7%；实现旅游
总收入336.68亿元，增长27.8%。

4月 13日傍晚，鸟导钟华带着
来自瑞典、英国、美国、加拿大等
国家的 10余名观鸟爱好者返回所
住的“百花岭老侯家”。几天的高
黎贡山观鸟之旅，大家都拍到了
不少美图。

“百花岭老侯家”的老板侯体
国是百花岭观鸟圈里的“鸟专家”，
但30年前，侯体国是村里有名的打

鸟猎人。
1989年的一天，侯体国进山打

鸟时遇见了一对台湾夫妻，他们给
侯体国报酬，让他带他们找鸟看
鸟。夫妻俩在山里看鸟看得激动不
已，临走前还跟侯体国说，以后别
再打鸟了，未来将会有世界各地的
人来这里看鸟，有挣不完的钱。

侯体国将信将疑，但慢慢地，
不断有人来找他观鸟。侯体国意识
到百花岭的鸟儿是宝贝，他便放弃
打鸟，拿起了介绍鸟类的图册，带
鸟友进山寻鸟，也带动村民们爱鸟
护鸟，发展观鸟旅游。

现在，百花岭有鸟塘 21个、鸟
导 60多名、农家客栈 21户。2018
年，百花岭接待的观鸟旅游者超
过 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500
万元。

1995年，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
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成立，这是
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
会。他们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培训、
农业技术培训，发动当地居民主动
护林造林。目前，会员人数已由刚成
立时的48名增加到200余名。

“不能‘吃’子孙的‘饭’。”协会
成员刘绍纯从 2005年起开始当护
林员，每个月都要定期进山巡查，
过年过节也不例外。他说，护林对
于他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种真爱
的付出。

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亚忠有3个心
愿：做一杯放心好茶，带动农民致
富，让茶山变成绿水青山。

陈亚忠从 1983年创业开始就
一直推行绿色、生态的茶叶生产。

目前，公司建设了生物多样性茶
园，挂牌保护古茶树3万多棵，辐射
带动茶园约 10万亩，带动茶农约
10万人。公司获得了国内外多项认
证，下一步准备开展出口业务。

他们还建立了集茶叶生产、观
光采摘、休闲度假、养生养老为一体
的高黎贡山茶博园，一期工程已经
投入运营，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

和顺古镇也因为绿色发展而
越变越美。2018年，和顺古镇接待
游客约80万人次，旅游收入1.22亿
元。人多了，环境更要保护好。据介
绍，和顺已开展对垃圾、污水的规
范化处理，接下来，还要鼓励古镇
居民建设最美庭院，把农耕生产和
生态旅游结合，同时规范旅游从业
人员的行为，大家齐心协力让绿水
青山常在。

一座宝山，展现绿色发展新景

与 9家企业签订入驻协议，与
6家企业达成投资意向，现已入驻2
家企业……4月 12日，记者到保山
工贸园区采访时，中国保山—缅甸
曼德勒缪达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
负责人吴学明列举了项目建设的
成果。

该合作区位于缅甸曼德勒省
西南部缪达工业园区新城，规划总
用地1905亩，估计总投资35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被列入
中缅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

“东南亚市场大，人口资源丰
富，另外，缅甸出台了许多优惠的
税收政策，这对合作区建设很有
利。”吴学明说，曼德勒是缅甸重
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中缅经济
走廊的关键节点。通过境外园区
的建设，有助于推动境内外基础

设施、资源、产能、市场、人才等
“无缝衔接”。

保山—曼德勒缪达经济贸易合
作区是保山“一线两园”中“两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线两园”即以保
山到缅甸的交通网络为连接“线”，
把境内境外两部分园区联结起来，
实现产业互动、产品互通、优势互
补。“一线两园”是保山对外开放的
创新举措，目前，境外园区建设不断
突破，境内园区也亮点频现。

2016年以来，保山工贸园区与
保山市各县市区共同建设“园中
园”，以“一个县市区一个主导产
业”的原则，集中各地优势资源，错
位发展，5个“园中园”分别发展新
材料及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产
业、硅基产业、生物资源加工产业、
机电产业。截至今年4月，保山工贸

园区入驻企业 129户，规模以上企
业55户。自2016年10月5个“园中
园”全面开工建设以来，累计实现
工业总产值47.95亿元。

“保山有丰富的硅矿和水电资
源，工贸园区有优惠的投资政策，
保山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的
门户有利于公司对外发展。”保山
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外联负责人
张瑾纲介绍，该公司位于保山工贸
园区龙陵“园中园”，年产 5GW的
单晶硅棒项目已经全部建成投产，
2018年公司产值 15.25亿元。张瑾
纲说，“园中园”的模式凸显了“保
山优势”和“保山速度”，因为看好
保山，目前，公司开始建设 6GW单
晶硅棒项目。

“包吃包住、收入高、公司离家
近，看父母也方便。”在保山市科通

电子有限公司工作的“90后”保山
小伙邹广市一件件数着自己的“小
幸福”。这家公司入驻保山工贸园
区施甸“园中园”，从事手机充电
器、电源适配器、移动电源等各类
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
品出口到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国
家。公司 2018年 4月投产，到 2018
年底产值完成1.31亿元，比计划完
成高出31%。

邹广市曾经在广东打工，知道
家乡在建设“园中园”发展电子产
业后，便从广东回到保山。去年进
入保山市科通电子有限公司以来，
他一步步努力，升职加薪，现在已
经是车间主管，一个月的工资有
6000元。“今年，我要更加努力地工
作，再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让家里
更热闹。”他憧憬着美好生活。

一种模式，联动国内国外发展

蜿蜒的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
顺着车流向前望，只见一座国门在
高山峡谷间庄严耸立，这里就是猴
桥口岸。

猴桥的地名有个有趣的来历。
曾经此地交通不便，要横渡槟榔
江，只有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从藤
索编成的吊桥上攀爬而过，故得名

“猴桥”。如今，作为国家一类口岸
的猴桥口岸，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
流交往的重要门户。

2013年 8月，猴桥口岸新联检
大楼投入使用，口岸吞吐能力大幅
提升。2017 年以来，口岸配备了
H986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
PVS450 小 型 车 辆 检 查 系 统 、
XT2100 CT行李（物品）检查系统，

成为云南首个同时配备这3套系统
的口岸。

2018 年猴桥口岸进口、出口
通关时间与 2017年相比分别压缩
87%和 13.9%。今年一季度，猴桥
口岸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14.5 亿
元，同比增长 112%；口岸进出境
人员同比增长 29%，进出境车辆
同比增长 22%，进出口货运量同
比增长56%。

依托猴桥口岸，合作共赢的机
遇惠及两国百姓。“从腾冲出发，中
缅沿线的发展潜力很大。”腾冲市
金鑫经贸有限公司监事长金本刚
说，因为看好腾冲面向缅甸的开放
优势，2009年以来，他们在缅甸进
行境外农业合作，种植香蕉、橡胶

等，再从猴桥口岸进口。
缅甸生产的反季香蕉，在国

内市场销售得很好。企业把技术
带到缅甸，提供了上万个就业机
会，他们还为当地百姓修路架桥。

“我们和缅甸百姓已经相互离不
开了。”金本刚说，现在他们在进
行牛油果、菠萝等更多品种的试
种，将来还准备把产品出口到其
他国家。

距离猴桥口岸联检大楼不远
处，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简称腾
冲边合区）黑泥塘片区建设如火
如荼。

腾冲边合区规划建设局副局
长杨飞荣介绍，腾冲边合区分国内
和国外两个部分。国内部分，中和

片区聚焦大健康产业，已聚集健
康医药、健康食品类企业 15 户；
下街片区，腾冲猴桥保税物流园
区已开工建设，硅锰合金、石墨电
极等新材料项目相继入驻；黑泥
塘片区主要发挥猴桥口岸的国门
窗口功能，以发挥边贸互市、小额
交易、小型仓储物流、商品展销、
餐饮住宿等功能。

国外部分，缅甸密支那工业园
区去年签署了项目合作谅解备忘
录，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规划等
前期工作已完成，园区准备重点发
展农林畜产品生产加工、农机具组
装等产业。

串珠成线、互补发展，双赢、多
赢、共赢的美好画卷跃然眼前。

一个口岸，创造合作共赢机遇

＞ 70年变迁·看边城

＞ 记者手记

开放快报

随着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边
境游、乡村游，住民宿、看乡情，体
验乡风民俗成了时尚，耿马傣族佤
族自治县孟定镇的各村寨热闹起
来了。

耿马县孟定镇与缅甸接壤，这
里山美水美，生态宜居，多民族文
化交融。随着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
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当地独
有的自然资源凸显出旅游发展的
美好前景。

河西村那永组百姓富、生态
美、乡风淳。那永组组长尚岩数列
说，乡风文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也是旅游资源。他告诉记者，前些
日子，上海的一个旅游团队来到这
里住民宿、游边境，体验当地独有
的乡土民情和民族文化，反响很
好。最近又准备组织一个 40多人
的旅游团来那永组。

芒团自然村是孟定镇遮哈村
的一个傣族村寨。近年来，这个村
通过以文化引领风尚、以文化凝聚

人心，打造示范基地、发展优势产
业，加快乡村振兴，让芒团村呈现
出“文化兴、产业兴、村寨美”的祥
和景象。村子依托民族特色村寨创
建，把婚丧嫁娶不得大操大办、不
得赌博酗酒、不得参与迷信活动等
写入村规民约，弘扬清风正气。近
5年，该村每年平均接待游客 8万
余人次，实现收入每年平均400多
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孟定镇党
政办宣传股的吴仲禹介绍，因每
年有 3000多名在校大学生、画家
前来南汀画院写生，弄棒自然村
将依托南汀画院的带动作用，建
傣家民宿为更多画家、大学生、游
客提供服务。在全民旅游、全要素
旅游、全产业链旅游的新背景下，
弄棒自然村瞄准乡村旅游，打造
生态美、环境美、生活美、精神美
的“四美村庄”，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陈保江

答：本届商洽会将举办 14
项会期活动。具体为：第 2 届中
国—南亚合作论坛、第 14 届中
国—南亚商务论坛、第 3 届中
国—东南亚商务论坛、第 7 届
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
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17届东盟
华商会暨第1届“一带一路”侨社
论坛、第8届云台会、2019中国·南

亚东南亚艺术周、2019商洽会经
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第2届云
南—南亚东南亚教育合作论坛
暨教育展、2019澜湄合作系列活
动、丝路云裳·七彩云南2019民
族赛装文化节“传承与创新民族
服饰文化高峰论坛”等。

2013年以来，在各方关心支
持和共同努力下，云南成功举办

了5届南博会和1届商洽会, 有力
促进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
界各国更紧密的合作交流。特别
是2017年以来，我省形成了双年
举办南博会、单年举办商洽会的
展会格局。南博会和商洽会已成
为特色鲜明、深受各方欢迎、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会展品牌。

本报记者韩成圆整理

＞ 商洽会问询台

问:2019年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场馆和展位如何安排?

答：今年6月12日至18日，
以“共聚开放前沿，共建辐射中
心，共享繁荣发展”为主题的
2019 年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
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昆明举
行。本届商洽会将设置 17 个展
馆，包括南亚馆（2个）、东南亚馆
（2个）、“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馆、
生物医药与大健康馆、绿色能源

馆、文化旅游馆、茶叶坚果馆等，
展区展览展示面积约17万平方
米，折合约7500个标准展位。目
前，已确认参展企业数量及面积
约达展览总面积的6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商洽会
首次设立了“一带一路”投资合
作馆、绿色能源馆、茶叶坚果
馆。其中，“一带一路”投资合作

馆将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云南
开放优势综合展示区、园区等开
放型载体招商引资功能区、对外
经济合作展示区3个板块，充分
展示各地对外开放成果及自贸
试验区各片区发展情况，以及全
国和我省在对外投资、对外承包
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援助
等外向型经济领域取得的成果。

问：今年商洽会将有哪些会期活动?

2000多年前，保山就是我国
西南边陲的商旅重镇。远行的商
队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腾冲更是有“极边第一
城”的美誉。

过去“走夷方”的保山人，今
天正以崭新的姿态服务和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传承发扬丝路
精神”是我们在采访中感受最深
的一句话。他们正以实际行动诠
释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侨居海
外的和顺华人华侨达10余万人，
遍布 10 多个国家。现在，敢闯敢
干、包容开放的和顺人不仅“走出
去”干事业，还把家乡建设得更
美，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

互学互鉴。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下村传统酿制麸醋制作工艺
源于保山商人与四川的通商。如
今，下村麸醋制作技艺传承人聂
承龙在延续老手艺的同时创新生
产水果醋等多种新产品。

互利共赢。近年来，保山着力
特色化、品牌化的电商发展之路，
特别是建设“中国咖啡电商之
都”。2018年，保山全市完成电子
商 务 交 易 额 61.48 亿 元 ，增 长
47%。保山滇西电子商务产业园
入驻企业达180户，其中，咖啡电
商企业52户，2018年咖啡网络零
售额达3.2亿元。

在追梦的路上，保山人努力
奔跑，为“山水田园城市、历史文
化名城、开放创新之城”的发展定
位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其中，基础
设施的发展变化显而易见。

我们在龙江特大桥看到，这
里建设了观景平台，蓝天白云下
的宏伟大桥成为游客争相“打卡”
的留影地。

去年，大瑞铁路保山段建
设提速，保山火车站等交通枢
纽规划全面启动，芒腾猴铁路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通 过 专 家 评
估；保山机场、腾冲机场旅客流
量均突破百万。

我们在保山采访期间，恰逢
缅甸记者代表团来保山交流考
察。缅甸媒体人说，这里看到的一
切都令人惊喜，接下来，要更深入
地了解保山、了解中国，还要与保
山加强合作。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丝路
梦”将为这片热土带来新跨越。

本报记者刘子语

本报讯（记者 伍平）5月 7
日，2019年柬埔寨高级执法官员
禁毒研修班在云南警官学院举行
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云南警官学院
负责人向15名研修班学员赠送了
英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
修班团长、柬埔寨国家禁毒总署
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本次研修机会，向中方学习和
借鉴打击毒品犯罪的执法经验。

柬埔寨禁毒研修班
在昆开班

本报讯（记者韩成圆）近日，
云南绿色食品节系列活动“一月
一网红，电商公益助农”暨“中国
田·云南甜”活动在昆明启动。

据悉，在服务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基础上，为更好
促进县域优质农产品上行和创客
孵化，杭州闻远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产品行业协
会、浙江格家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等组织和平台发起该活动。

活动通过打造绿色食品节
和构建企业协作机制，每月推
出多个“网红”产品，推动线上线
下融合，提升云南农产品品牌影
响力。

当天，武定县、弥渡县、昆明
市东川区推介了县域特色农产
品。闻远科技、格家网络、红投国
际 3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
领域覆盖人才培训、企业转型发
展、农村产品精准营销等方面。

云南绿色食品节
系列活动在昆启动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 4月
24日，“云南台湾研究中心青年
统派学者发声”研讨交流活动在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举行。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东海
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
台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浙江
大学等两岸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
余位专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当前台海
形势，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
交流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
分析研讨，分享研究经验，展望祖
国和平统一大业以及两岸融合发
展的美好愿景，并对云台两地涉台
研究交流合作提出建议。

据悉，2015年，省台办与云南
大学开始筹建云南台湾研究中心。
该中心2016年成立，成为云南涉
台问题重要研究平台和交流平台。

专家聚昆建言
两岸发展合作

保山：书写丝路新篇
本报记者刘子语伍平李文君杨艳鹏/文 李文君/图

保山市是云南开发开放

较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是蜀

身毒道的咽喉要冲，自古就

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

沟通联系的重要窗口，这里

古称“永昌”，寓意着“永世良

久、昌盛繁荣”。

在“一带一路”、辐射中

心建设特别是中缅经济走廊

建设的背景下，保山面向南

亚、东南亚地区发展的优势

更加突出，“永昌”有了新的

含义。

边境文明乡风助力旅游发展

从“走夷方”
到“丝路梦”

瞭望

印尼一季度经济
增速同比有所回落

综合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
印尼中央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5.07%，增速低于市
场预期，较上一季度也有所回落。

一季度，印尼居民消费同比
增长 5.01%，投资增长 5.03%，但
产 品 和 服 务 出 口 同 比 下 降
2.08%。印尼中央统计局负责人
表示，今年一季度，印尼居民消费
和政府支出提振了经济增长，但
出口表现不佳。

报道称，印尼去年经济实现
了 5.17%的增速，该国政府预计
今年的经济增速为5.3%。

本报记者韩成圆整理

百花岭鸟塘百花岭鸟塘货车从猴桥口岸入境货车从猴桥口岸入境 工人在保山工贸园区生产线作业工人在保山工贸园区生产线作业

本报讯（记者 刘艳琴 通讯
员 韦嘉源）近日，澳门云南青年
联谊会在澳门举行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以及澳门云南青年联谊会成立 1
周年庆典活动。

据介绍，澳门云南青年联谊
会成立于 2018年 3月，以凝聚海
内外人士，加强彼此联系、支持青
年人回馈社会，积极参与社群活
动和社会公益为目标。过去一年，
联谊会促进了滇澳在经济、教育、
体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联谊会先后多次组织会员
赴普洱等地慰问残疾儿童和贫困
家庭，特别在对残疾儿童的帮助
以及企业投资等方面做出了一定
成绩。

澳门云南青年联谊会
举行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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