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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技术创新处获悉，过去 1 年

来，云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按照既定

工作方案和目标，完善工作机制，围

绕破解我省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加快

创新成果产业化，多项重点产业领域

培育创建成果“崭露头角”。

据介绍，按照“一产业一中心”

的布局原则，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围

绕先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

点领域，于 2020 年 3 月，确定了云南

省尾气环保后处理制造业创新中心

等 4 家单位列入云南省制造业创新

中心第一批创建名单，云南省稀贵

金属功能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5
家单位列入云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第一批培育名单，推动建立协同创

新机制，打造贯穿创新链、产业链的

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经过 1 年的

努力，组织攻克了一批行业共性关

键技术，转化推广了一批先进适用

技术和标准，积累储备了一批产业

技术知识产权，培养造就了一批技

术创新领军人才。

——以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为牵头单位创建的云南省尾气

环保后处理制造业创新中心，自主

开发的国五尾气后处理系统已实现

成果转化和批量销售；自主创新开

发的国六尾气后处理系统已与多家

品牌电喷系统实现技术融合，取得

突破性进展，并已实现小批量搭载

匹配。

——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牵头单位创建的云南省心脑血管

领域小分子药物制造业创新中心，自

主研发治疗脑卒中的天然药物 I 类

新药 KY11018&20 处于 I 期临床试验

阶段；获得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注册

证书；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及磷酸萘

酚奎原料药获批生产。

——以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

公司为牵头单位创建的云南省智慧

停车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发了横向移

动垂直升降立体停车装备，并在昆明

市东风东路公共立体停车库实施；智

慧停车信息平台已建设完成，联网停

车场已接入 366 个，停车泊位接入

4.2 万余个，注册会员数量已达到

13.5万余个。

——以云南中宣液态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创建的云南省

液态金属制造业创新中心，液态金属

导热膏系列产品首次进入国际知名

企业供应链，实现规模化应用；液态

金属骨科外固定支具项目进入临床

试用；联合中科院理化所制定了首个

液态金属国家标准——《镓基液态金

属》，荣获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技术标准一等奖；2021 年，液

态金属低温环保焊料有望实现手机

摄像头精密器件焊接、LED灯带用低

温焊料及多元合金熔炼方法等规模

化应用。

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完善制造业创新体

系，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指导

意见》、工信部等四部委《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设工程实施指南（2016－
2020）》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制造业创

新中心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已于

2019 年出台了《云南省制造业创新

中心培育创建工作方案》。方案明

确，以增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

标，集聚整合省内外企业、科研院

所、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的资源及优

势，以优势龙头企业为主培育创建新

型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加快促进我省科技创新能力转化

为产业创新能力。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深入贯彻

落实国家和省支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部署，

坚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定位，打造

提升制造业创新平台，加快技术扩

散和产业化应用，提升产业核心竞

争力，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

供动力。

（记者 孔垂炼）

以优势龙头企业为主 培育创建新型创新联合体

云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多项成果“崭露头角”

云内动力生产线云内动力生产线

2016 年至今，工信部已推
动成立国家动力电池、增材制
造、印刷及柔性显示、信息光
电子、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
传感器、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
及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智能网联
汽车、农机装备、先进功能纤
维、稀土功能材料、集成电路
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高性能
医疗器械、先进印染技术等 17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 延伸阅读

本报讯 3月 11日，从省水利

厅获悉，“十三五”期间，全省巩

固提升了 1963.1万农村人口的饮

水安全保障水平，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280.5 万人。农村集中

供水率从 2015 年底的 83%提高

到 96.7%，自来水普及率从 2015
年底的 77.7%提高到 95.5%。全

省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明显

提升。

近年来，我省把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扛在肩上，当成头等大

事抓在手上，列为水利第一民生

工程放在心上。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有力

助推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十三五”期间，省水利厅印

发工作方案，对农村饮水安全实

施挂牌督战。厅领导分片挂联

16 个州（市）和 16 个督战重点

县，先后派出 77个工作组、271人
次分别到 16 个州（市）46 个县

（市、区）开展了农村饮水安全挂

牌督战工作，对督战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予以全省通报，责成整

改。截至目前，通报问题已经全

面完成整改。此外，省水利厅对

贫困人口中饮水安全问题人口

超过 1000 人的 14 个县（市、区）

实行责任厅领导牵头负责、责任

处室或厅直属单位挂联帮扶机

制。

经省政府同意，省水利厅印

发了《云南省农村饮水安全脱贫

攻坚推进方案》，并先后制定了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专项巡视整改方案、脱贫攻坚百

日总攻、百日提升等一系列实施

方案，为精准推进农村饮水安全

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针对农村饮水安全的制约因

素，我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对水量不足的采取新建水源工

程、联网供水、改扩建水厂等措

施，增加供水和输配水能力的方

式予以解决；对水质不达标的采

用更换水源或是配套净水消毒

设备等措施予以解决；对用水方

便程度不达标的采取配套供水

管网、新建分水建筑物等措施予

以解决；对供水保证率低的采取

增加水源、更新改造管网、完善

配套设施等措施予以解决。

应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和旱情叠加的严峻复杂形势，我

省开展“六个专项行动”，巩固提

升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脱 贫 攻 坚 成

果。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三个责

任”“三项制度”也已全面落实到

县并向乡村推进。截至目前，全

省 1364 个乡（镇）已全部将农村

饮水安全管理责任延伸至乡镇

政府并建立了乡（镇）和村级管

水负责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台

账。全省 168个单村供水工程已

全 部 将 管 理 责 任 延 伸 至 村 委

会。同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公布农村饮水安全监督举报电

话，在全省 5000余万手机用户上

公示水利部 12314和地方水利部

门监督电话。截至目前，省级共

收到反映和举报问题 300 余件，

按照规定时限已基本办结。

（王淑娟）

> 荐读

本报讯 2021年是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开展 40 周年，3 月 12 日也是我

国第 43个植树节。来自云南省林业

和草原局的数据显示，自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开展以来，全省累计有 6.74
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累计达

43.26亿株。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以来，全

省林草部门围绕沿路、沿河湖、沿集

镇“三沿”以及生态脆弱重点区域，

以大工程带动国土绿化的大发展，

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建设、

陡坡地生态治理等林草生态建设重

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多途径、多方式

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完成营造

林 3847.66万亩。全省呈现出绿化造

林稳步推进、森林面积和活立木蓄

积量持续增长、森林覆盖率持续提

高、森林固碳能力持续增强、生态底

色进一步夯实的可喜局面。目前，

全省林地面积 4.24 亿亩，森林面积

3.74 亿亩，森林蓄积量 20.67 亿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 65.04%，均位居全国

前列。

40 年来，全省城镇绿化快速推

进。各地以州（市）、县（市）区城镇绿

化为中心，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大力推进森林城

市、森林乡村建设。昆明、普洱、临

沧、楚雄、曲靖、景洪 6 个城市荣获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凤庆县获“云

南省森林县城”称号。全省 235个乡

村获评“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

“省级森林乡村”1081个。城乡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显

著攀升。省级各直属机关大力开展

庭院绿化美化工作，涌现出一大批国

家、省、市、县（市）区园林单位、绿化

模范单位和绿化先进集体。

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

设“美丽公路”的决策部署，“十三

五”期间，省林草局会同省财政厅统

筹近 9 亿元资金，以昆明至丽江、昆

明至西双版纳高速公路及沪昆、云

桂高铁等交通干线为重点，开展“增

绿填彩”活动。全省完成路域环境

面山绿化优化近 220万亩，昆明至丽

江、昆明至西双版纳高速公路沿线

实施种植 4.3 万亩，让高速公路沿线

变成绿色、彩色长廊，沿线生态底色

更绿，视觉颜色更艳，使云南的绿色

“窗口”更靓，进一步展现云南秀美

山川和良好人居环境。

（李丹丹 曹 波 王佳纯）

全省6.74亿人次累计义务植树43.26亿株

云南森林覆盖率65.04%居全国前列

“十三五”
云南巩固提升1963.1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

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

明局集团”）获悉，为期 40 天的春运

已结束，春运期间，铁路部门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客货运输，累计发

送旅客 540多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

33%，共发送货物 651.1万吨，同比增

加 6.4%，有力助推了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

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疫情常态化

防控要求，强化人物同防，采取严格

控制列车超员率，落实站车通风换

气、卫生保洁、日常消毒等预防性措

施，抓好旅客进出站体温检测、列车

运行途中体温抽测。引导旅客全程

佩戴口罩，开展卫生防护知识宣传。

尤其是针对临沧站、河口北站边境防

控压力较大的实际，密切配合地方防

疫部门，抓好站车防控。

针对疫情期间旅客出行咨询增

多的实际，补充 30名客服中心人员确

保 12306 铁路服务热线接通率 90%，

抽调干部职工、青年志愿者 1100多人

强化现场组织，确保安检口、售票厅、

验证口、候车室、检票口、站台人员充

足，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提升服务精准开车匹配客
流需求

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

行方案，做到运能精准匹配客流需

求，节前针对旅客错峰出行特点，及

时缩减运能；节后务工、学生、踏青

赏花客流集中出行，及时采取增开、

重联客车等方式增加运能，精准梯

次投入运能，日均开行客车 150 对，

元宵节等客流出行高峰最高达到

160多对，为今年春运以来最高。办

理开行动车务工专列 7 列，其他动

车、普速包车 65辆次。

春运期间，昆明局集团累计发送

旅客 540多万人次，省际直通旅客发

送同比增长 13%；省内探亲、旅游和

学生客流较多，同比增长 39.8%。其

中，2 月 28 日发送 25.4 万人次，创今

年历史新高。累计发送学生客流

32.8 万人次；务工专列、包车发送务

工人员 1 万人次。刚刚开通的大理

至临沧铁路深受游客青睐，客流旺

盛，日均发送旅客 1.2 万人次，最高

日达 1.9万人次。

保障重点物资运输三项指
标同比增长

在做好旅客运输的同时，及时调

整运输组织，释放货运能力，保障电

煤、焦炭等能源物资和蔬菜、水果、

粮食等生活物资的运输，确保重点

物资卸得下、装得上、出得去。

春运期间，云南铁路共发送货物

651.1 万吨，同比增加 6.4%。准轨装

车日均完成 2540 多车，同比增长

30.6%，2 月 15 日至 17 日连续 3 天装

车突破 2800 车；日均卸车完成 4300
多车，同比增长 30.3%；货物发送日

均完成 13.82万吨，同比增长 27.8%。

（夏方海 邓 瑜）

我省铁路客运回暖、货运增长
有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据中国政府网 3 月

12 日发布消息，国务院已于 3 月

3日批复同意将云南省通海县列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批复指出，通海县历史悠

久，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特色鲜

明，文化遗存丰富，民族风情浓

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根据批复要求，云南省及通

海县人民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

强化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

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的关系，重视保护城市

格局和风貌管控，加强整体性保

护、系统性保护；保护修复历史

文化街区，补足配套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

居环境品质；加强文物和历史建

筑修缮保护，推动文物保护单位

开放利用，充分发挥历史建筑的

使用价值。不得改变与名城相

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不得

进行任何与名城环境和风貌不

相协调的建设活动，不得损坏或

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对

不履职尽责、保护不力，造成名

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

的行为，依法依规加大监督问责

力度。

此前，云南省已拥有昆明

市、大理市、丽江市、建水县、巍

山县、会泽县 6 座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 （记者 孔垂炼）

本报讯 3 月 7 日，派驻保山

市龙陵县扶贫的云南省接待办

公室、昆明医科大学和人保财险

云南分公司，3 家省级挂联单位

的所有驻村工作队员和教育部

派驻龙陵的大连理工大学的两

位挂职干部，齐聚龙陵县龙山镇

核桃坪村村委会，举办以“巩固

脱贫成效，衔接乡村振兴”为主

题的座谈会。

座谈会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的基础上，结合

各自的驻村经历和下一步乡村

振兴谈体会、聊收获、话未来。

与会同志畅所欲言，集思广益，

对前期驻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总

结，对下一步巩固脱贫成效和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研讨交

流，进一步理清了思路，明确了

重点，激发了工作热情。

（黄冠军 杨兵兵）

省接待办组织挂联单位驻村工作队员召开座谈会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共商乡村振兴大计

通海县
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