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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曲靖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曲靖
市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市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勇担
当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创造
性实施“狠抓落实年”等有效举措，锐意
进取、苦干实干，奏响争先进位、跨越赶
超的时代强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
著成就。

经济跑出上升线

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8%，人均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9.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稳步走在全省前列。2016年成功实现止
跌回升、打赢“翻身仗”，2017年经济总
量迈上2000亿元大关，2020年接近3000
亿元，全国地级城市排名由 2015年的
106位跃升至74位，5年前进32位，曲靖
经济跑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上升线，迈
上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始终把
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举全市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5个贫
困县全部高质量摘帽，1203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82.7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
对贫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脱贫地区整
体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万群众
实现曲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幸福大搬
迁，其中8.2万人顺利迁入全国规模最大
的会泽县城安置区，会泽县城安置区、宣
威复兴佳园安置区被评为国家美丽搬迁
安置区。“一平台三机制”扎实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实现良好开局。

产业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始终把
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统
筹推进“1+3+1”工作，全力打造世界一
流“三张牌”，产业体系构建成果丰硕，形
成了主导产业突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
的良好态势。煤炭、焦化、冶金、化工、建
材等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今飞、万里
扬、隆基、晶澳、阳光、德方纳米等知名企
业接续落地，绿色硅光伏、绿色铝精深加
工、新能源电池等先进制造业走在全省
前列，生物医药、液态金属等新兴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高原特色农业发展迈出新
步伐，“滇东粮仓”持续巩固，粮食、蔬菜、
生猪、肉牛等产业产量稳居全省第一，蒙
牛、李子园、今麦郎、联想佳沃、温氏、陆
航等一批龙头企业在曲投资兴业，“一县
一业”“一村一品”亮点纷呈，“绿色食品
牌”产业基地居全省第一。

城乡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沾益、马
龙撤县设区，116.7公里绕城高速全线闭
合，市政建设加快完善，中心城市框架基
本形成，建成区面积103平方公里，城市
常住人口超越百万，“麒沾马”龙头引领
能力持续增强，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举
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用非常之功，走

“内涵式”创建路子，以“一战告捷、一届
创成”的骄人成绩，成功创建为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并先后引领创建为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城市品质大幅提升，曲
靖知名度、美誉度显著提高。

生态环境实现系统性改善。认真践
行“两山”理论，扎实推进美丽曲靖建设，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牢牢守住了
珠江源头和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在
全省率先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等

系列重大举措，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及“回头看”交办反馈问题有力整
改，重金属、固体废物污染等历史遗留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三大保卫战和 7个标
志性战役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心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南盘江、北盘江、
牛栏江等重点流域治理效果显著，国控、
省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88.9%，美丽河湖数量居全省第一。

深化改革 增进福祉

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全面深
化改革任务落实取得重大成果，农田水
利、新型城镇化、养老服务业等改革经验
全国推广，商事制度改革获国务院表扬，
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全国领先，“最多
跑一次”事项比例达85%以上，网上可办
率达95%以上，在全省率先实行县级“一
颗印章管审批”，服务企业和项目统筹推
进“三项制度”成效显著。党政机构改革
圆满完成，殡葬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园区
规范提升扎实推进，“大招商”工作成效
明显，引进世界 500强企业 7户、中国
500强企业13户。

民生事业交出高质量答卷。始终把增
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财政支
出的75.7%用于民生，以区域教育、区域
医疗卫生“两中心”建设为引领，各项民生
事业全面发展。积极推动“有学上”向“上
好学”迈进，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大幅
改善，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如期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面提质。新增三
甲医院4家，建成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床
位最多的市级妇幼保健院，投资近百亿
元、由5个专科医院构成的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项目加快推进，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

公立医院提质达标全覆盖。不动产权登
记、“老年幸福餐桌”“烂尾楼”整治、中心
城区小学生午餐午托和“学生号”公交等
一批好事实事深得民心。

和谐局面得到全方位提升。民主政
治全面加强，人大、政协紧紧围绕中心，
主动服务大局，依法依章程履职尽责，工
作卓有成效。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履职成效
明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建设扎实推
进，宗教、侨务和对台工作持续加强。工
青妇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充分发
挥，国防动员、双拥、老干部、残疾人、关
心下一代、社科、慈善、防灾减灾等工作
取得新成绩。全民动员打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指挥部实体化运作、集
中隔离治疗、常态化防控等方面为全省
创造经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党的建设得到根本性加强。全面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市委常委班
子提出并带头践行“六个带头、六个表
率”“六个始终”“六个必须”，示范带动各
级党组织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
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基层理论宣讲普
及扎实有效，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根基不断夯实。创
新党管人才工作，“珠源”系列人才培养
工程深入实施，“珠源百人计划”稳步推
进。接续开展基层党建“推进年、提升年、
巩固年、创新提质年”工作，“智慧党建”
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纪检监察体制
改革步伐稳健、成效彰显，高质量完成巡
察全覆盖。

今年5月以来，南方电网云南曲靖宣威供电局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同时结合省公司空开治理和低电压台区治理工作，对线路、设备进行排查，
上门为大中型食品加工企业开展安全用电检查，获得了企业和群众的好评。图为宣
威供电局工作人员在企业检查用电情况。

本报通讯员王吉聪赵万波阮松萍肖燕摄

曲靖市初步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

走出绿色优质发展新路子

本报讯（记者张雯）日前，“投资
曲靖·共赢未来”曲靖市高端食品基地
和高品质酒店云上招商推介会举行。
推介会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诚邀企
业家携手同行，共话合作愿景，同绘发
展蓝图。

在高端食品基地云上招商推介会
上，罗平县、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就
建设高端食品基地的资源优势、区位
优势、项目情况及扶持政策做了详细
推介。在高品质酒店云上招商推介上，
麒麟区、沾益区、罗平县就高品质酒店
项目进行推介。

据悉，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委
省政府曲靖现场办公会精神，曲靖市
招商委办决定在全市开展招商引资

“百日攻坚”大行动，重点推动“五个一
批”招商、产业招商宣传、汇商聚智等

三个专项行动。云上招商推介会是此
次系列活动的第一场，采用“云推介”

“云招商”方式与200余家协会和企业
在云上对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做到招商力度不减弱、项目推动不
停滞、服务企业不掉线。

下一步，曲靖将按照云南省打造
世界一流“三张牌”部署及“先进制造
基地、高端食品基地、城乡融合发展示
范区、云南副中心城市”的城市定位，
依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色等
比较优势实施“五个一”精准招商模
式，以云上招商系列推介活动为契机，
与企业进行深入沟通交流，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适时推进实地考察洽谈，
促进招商推介会成果尽快落地落实，
为加快曲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活力。

新闻快递

曲靖市举行云上招商推介会

立足新定位 展现新作为

迈上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快车道

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0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82.7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宣威供电局开展上门服务

5年来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8％
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0％

全国地级城市排名

由2015年的106位

跃升至74位

工业兴则城市兴，工业强则城市强。
曲靖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始终坚
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不动摇，高位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规
模总量持续扩大，产业集群发展实现新
突破，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初步构建了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走
出了一条绿色优质发展的新路子。

工业发展走上快车道

9月1日，位于曲靖沾益工业园的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节能型
炭材料及余热发电项目一期工程建成
投产。这条生产线生产的预焙阳极被
称为铝电解槽的“心脏”。项目一期年
产预焙阳极60万吨。缓解了曲靖市乃
至云南省绿色铝产业预焙阳极材料产
能不足的难题，有效补充了绿色铝精
深加工的上游产业链。

云南索通云铝碳材料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杨光德介绍，云南省大力发展
绿色水电铝，未来规划的规模 800万
吨到1000万吨，还需要预焙阳极碳素
400万吨到500万吨的产能，而云南省
现在只有 80万吨产能，缺口在 300万
吨以上。

这家企业还同步建设了余热发电
系统，加工过程产生的大量余热用于
发电，年发电可达1.2亿度。同时，企业
所需原材料煤气、焦油等可以就近从
同一工业园区其他企业购进，生产的
碳素产品也可以供给当地的电解铝企
业，使沾益工业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循环经济链条。

5年来，曲靖全市上下砥砺奋进，
克服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不利影
响，工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工业门类日趋齐全。涵盖32个大
类 87个中类 151个小类，其中制造业
26个大类 78个中类 137个小类，能够
形成有效配套，有利于产业链横向、纵
向延伸。

传统工业基础扎实。煤炭、电力、
烟草、化工、冶金、建材、农副产品加工
等支柱行业在全省有比较优势，不锈
钢产业园是全省唯一，焦化、玻璃产能
排全省第一，钢铁、水泥产能排全省第
三，铅锌产能在全省占比超过40%。

工业发展后劲稳步增强。2020
年，曲靖市工业增加值完成823亿元、
占全省的比重为15.1%，居第二位；完
成工业投资 415亿元，占全省的比重
为16.4%，居第一位。

工业发展平台支撑有力。曲靖每
个县（市、区）都布局了开发区，现有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6个省级产业园
区，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产业集聚功能逐步增强，为工业
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千亿级产业集群崛起

曲靖市始终把工业作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坚持“两型三化”
产业发展方向，围绕省委省政府加快
发展八大重点产业、打造世界一流“三
张牌”的决策部署，紧扣“双碳”工作目
标，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意
见为遵循，全力打造全省领先、全国知
名的先进制造基地，基本形成了百亿
级龙头企业支撑、千亿级主导产业引

领的发展格局。
在曲靖经开区，晶澳二期项目年

产20GW单晶硅棒和切片项目正在快
速推进。7月15日，首批单晶炉进场安
装。从厂房动工建设到设备安装只用
了 4个月时间，创造了曲靖经开区项
目建设的新纪录。

曲靖晶澳二期年产20GW单晶硅
棒和切片项目，用地606亩，建筑面积
约 36万平方米，总投资概算约 58亿
元。项目全部建设达产后，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约110亿元。项目预计年内实现
投产。“曲靖晶澳二期选用的是1600单
晶炉型，设计产能相比原来有 20%的
提升，电耗、水耗都有 20%的下降，相
对人均产出也会有20%的提升。”晶澳
曲靖基地总经理助理孙须良介绍。

目前，曲靖市硅光伏产业已经引进
隆基、晶澳、阳光3家世界一流的光伏企
业，已形成20GW硅棒及20GW切片规
模，在建40GW硅棒及切片生产线；新
能源电池产业，德方纳米、宁德时代等
行业龙头企业已经落户曲靖，磷酸铁锂
正极材料产能达5.3万吨；绿色铝精深
加工产业形成完整链条，原铝就地深加
工率全省最高，达到78.57%。

“下一步，曲靖市将紧紧围绕‘打
造先进制造基地’这一目标，不断推动
先进产业规模化、优势产业高端化、重
点产业绿色化，加快打造绿色硅光伏、
绿色铝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 3个千
亿级产业，力争到 2025年，曲靖先进
制造基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曲靖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黄玲说。

把握机遇 乘势而上

踏上“十四五”新征程，曲靖将紧
紧围绕建设先进制造基地，到2025年
在定性指标上实现“5个提升”。

规模发展提升，全市制造业增加
值超过15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超过 8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超过30%。技术改造提升，每
年推动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100个，创
建国家级绿色示范工厂 8户、省级绿
色工厂 10户、绿色供应链 10个、省级
绿色园区2个。产业层次提升，先进制
造业增加值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50%，制造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到 10万元/人。数字转型提升，创建数
字车间20个、智能工厂3个，培育省级
以上“三化改造”试点示范企业20户。
平台支撑提升，每个园区动态持有“熟
地”1000亩以上，所有园区全部实现

“五通一平”，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达到90%。

在具体工作上则突出“4+3+8”，
即打造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精
深加工、精细化工4个千亿级产业，壮
大烟草、钢铁、稀贵和液态金属3个百
亿级产业，建设8个高水平产业园区，
聚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攻坚战，加快制造业新动能培育
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优化空间布局
和产业结构，增强企业及产品竞争力，
巩固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
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

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成排、楼宇林
立……一幅浓墨重彩的发展蓝图正在
珠源大地绘就。

本报记者张雯文/图

罗平县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把稳粮保供作为首要任务，压实粮食生产
责任，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和科技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今年全县
秋粮播种面积达 68 万亩，预计全县秋粮产量将达 34.66 万吨，产值达
11.96 亿元。

本报通讯员卢永毛虹记者常旭辉摄

罗平县秋粮喜获丰收

节能型碳材料及余热发电项目一期工程节能型碳材料及余热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本报记者张雯常旭辉文/图

曲靖中心城区南城门一景曲靖中心城区南城门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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