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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的通知

云政发 〔２０２２〕２２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云南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规划

目　录

第一章　规划背景
一、发展基础
二、发展机遇
三、困难挑战
第二章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
四、总体布局
第三章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
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二、加快推进养殖业转型升级
三、促进蔗糖、橡胶、油料产业健康发展
四、夯实水利基础设施
第四章　深入打造“绿色食品牌”
一、做大做强“一县一业”
二、大力发展现代种业
三、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商
四、提升设施化水平
五、推进有机化发展
六、推动数字化建设
第五章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一、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二、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三、提升机械装备水平
四、实施农业市场主体倍增计划
第六章　扩大农业开放融入新发展格局
一、深化省际间农业交流与合作
二、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农业开放合作

试验区
三、拓展多边领域农业合作
四、加强跨境动植物疫病疫情联防联控
第七章　统筹农业发展和安全
一、加强耕地保护
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四、持续推进长江禁渔
五、健全防灾减灾体系
第八章　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一、发掘乡土特色产业
二、壮大农产品加工业
三、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
四、提升乡村新型服务业
第九章　全面推进乡村建设
一、分类推进村庄规划建设
二、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三、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四、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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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农村生态保护与修复
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七、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第十章　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
三、夯实农村基层政权
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第十一章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一、持续夯实经营性收入
二、努力扩大工资性收入
三、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
四、稳定提高转移性收入
第十二章　深化农村改革
一、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三、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四、深化林业、供销、农垦等领域专项改革
五、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第十三章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一、推进任务衔接
二、推进政策衔接
三、推进机制衔接
第十四章　环境影响分析
一、有利环境因素分析
二、不良环境影响分析
三、消除环境影响措施
第十五章　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二、加大财政投入
三、加大金融支持
四、完善保险体系
五、强化用地保障
六、加强法治保障
七、凝聚各方力量
八、严格评估考核

第一章　规划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全面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五年.做好“十四五”时
期农业农村工作,事关全省国民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大局,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意
义十分重大.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加快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根据全国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云南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落实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要求,以脱贫攻坚统揽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高位推
进打造“绿色食品牌”,全方位推进农村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三农”工作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为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了有力支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一)农业经济取得重大突破.全省第一产
业增加值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０５６亿元提高到２０２０
年的３５９９亿元,年均(可比)增速达５９％,高
于全国平均增速２５个百分点,全国位次由

２０１５年的第１４位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第９位,占
全国的比重由２０１５年的３５６％上升到２０２０
年的４６３％;粮食产量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９１万吨
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９６万吨,稳居全国第１４
位;猪牛羊禽肉产量由２０１５年的３７８万吨提高
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１６万吨,全国位次由２０１５年的
第１１位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第６位;鲜切花、天然
橡胶、咖啡、烤烟、核桃、澳洲坚果、中药材种植
面积和产量均保持全国第１位;糖料蔗面积、产
量保持全国第２位;茶叶面积、产量跃居全国第

１位.
(二)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抓实产业

就业、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社会
保障“五个一批”脱贫措施,精准施策、精准发
力,全省８８个贫困县脱贫摘帽,８５０２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１１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整族脱贫,累计脱贫人口９３３万人,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困扰云
南千百年的区域性整体和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
史性解决.

(三)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相继制定出
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打造“绿色
食品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加快乡
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等系列政策措施,严格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情况报告制度,不断完善州、市、县、区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体系,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四)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全省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８２４２元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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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８４２元,年均增速达９３％,高于全
国年均增速０８个百分点,全省城乡居民收入
比由２０１５年的３２∶１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９２
∶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 出 由 ２０１５ 年 的

６８３０元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１０６９元,年均增速
达１０１％,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速３３个百分
点.全省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参保率
稳定在９５％以上,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不断完善.

(五)农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全省行政村１００％通硬化路,电网供电可
靠率达９９８％,自来水普及率达６６２％,光纤
宽带网络、４G网络覆盖率达１００％.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制度县级覆盖率达１００％、乡镇覆盖
率达８０％.９９２％的乡镇镇区和９８６％的村
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６９７％的乡镇镇区对生
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农村卫生户厕覆盖率达

５７５％.
(六)农村各项改革扎实推进.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颁证率
达９８９％.分５批完成了全省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任务,初步构建了归属清晰、权能完
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蓬
勃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有序,农业社会化服
务稳步推进,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完善,农业农村
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二、发展机遇
(一)政策支撑更加有力.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完善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持续加大一系列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力度.省委、省政府将“三
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将高原特色农业列为全
省重点培育的５个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持续深
入打造“绿色食品牌”,调整成立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双月定期
研究调度、压茬推进“三农”重点工作.

(二)创新动力更加强劲.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农业农村资源配置
不断优化,高原特色农业“两型三化”集聚效应正
在加快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
字农业新技术飞速发展,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更
加广泛,互联网创新成果与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服务加速融合,农业农村发展质量变革、动力
变革、效率变革的转型升级动力持续增强.

(三)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在以构建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下,扩大内需必将加快促进国内城乡居
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国内国际市场对高端特
色农产品需求呈现出长期刚性增长态势,个性
化、多样化、绿色化将成为农产品市场消费主
流,生态、优质、安全的高原特色农产品迎来更
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随着全域旅游纵深
发展,人民群众对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更加迫
切,我省乡村地域广阔,少数民族特色乡村文化
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农旅融合具有较大的市场
前景和发展空间.

(四)优势潜力更加突出.我省区位优势独
特、农业资源丰富,气候多样、生态优质、错季供
应的高原特色农业产地优势越来越受到社会资
本广泛关注,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先后入滇发
展.随着“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营商
环境持续改善、资本下乡动力日益增强,全省农
业农村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激活,区位优势、资
源优势必将加快转变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三、困难挑战
(一)产 业 发 展 基 础 还 不 够 稳 固.截 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高标准农田面积仅占耕地总面
积的３０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１个百分点;
农田有效灌溉率仅为３６７％,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近１７个百分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仍然
滞后.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等设施装备仍不
能完全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仅为５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１
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仅
为１６８∶１,低于全国２４∶１的平均水平.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小散弱”仍是提高农业质量效
益的瓶颈,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仅占全国
总数的２５％、销售收入仅占全国的２２％,农
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仅占全国的２６％,产业发
展底子薄、基础弱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二)农民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
全省农民收入虽然总体保持了较快增速,但由
于收入基数低,加之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
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仅排在全国第２８位,收
入绝对数仅占全国平均数的７５％,与全国平均
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收入结构不合理,增
收渠道窄的问题较为突出,仅有家庭经营性收
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财 产 性 收 入 分 别 仅 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５８５％、５８７％、４７３％,农民收入过度依赖第
一产业,二、三产业对农民增收拉动不足,进一
步拓宽增收渠道、挖掘增收潜力、加快增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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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
(三)城乡融合发展任务艰巨.全省城乡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乡基础
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自然
村组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尚未全部覆盖且总
体质量不高,特别是农村垃圾、污水等处理设施
短缺问题突出.城乡之间要素双向合理流动机
制还不健全,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着要素净流
出困境,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向乡村流
动还面临不少障碍.农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村干部年龄老化等问题叠加,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四)外部风险挑战进一步加大.当前,国
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
济冲击仍在持续,农业农村外部发展环境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全省农业投入品使
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仍较为薄弱,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仍然存在.农药、化肥、种子、饲料
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种粮比较效益不高,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安全任务艰巨.
干旱、洪涝、霜冻、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多发频发,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等重大动植
物疫情时有发生,防灾减灾体系薄弱,边境一线
动物疫病防控和迁飞性害虫防控压力不断加
大,农业生产风险因素不断增多.

综合判断,“十四五”时期,云南农业农村发
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但总体上
处于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必须树
立发展信心,提高抢抓发展机遇、化解困难挑战
的能力和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思路举措,
不断巩固提升农业农村发展好势头.

第二章　总体要求

“十四五”时期,全省农业农村工作要按照
“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定位思路,把握好
重点目标任务和支撑保障,着力推动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
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线,以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牢牢守住粮食
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切实加强

耕地保护建设,树立大食物观,保障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完善
城乡一体的农村基础设施,健全普惠共享的农
村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一
条具有云南边疆民族特点的乡村振兴道路,开
启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为与全国
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

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管“三
农”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的制度落实,确保党在“三农”工作中始终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
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坚持优先发展.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政策导向,围绕补短板、促提升、增后劲,
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
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
安排,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三)坚持农民主体.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
位不动摇,始终把农民的切身利益摆在首位,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民内生活力,更加注
重、更大力度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为乡村振兴聚智聚力、贡献力量,让
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四)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以处理好农民和
土地的关系为主线,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
场化配置为重点,把农村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激
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增强农业农村自
我发展动力.

(五)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全省一盘棋,一
体设计、同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城乡一
体化,注重各项工作、各种要素的关联性,增强
政策配套和制度衔接,在统筹兼顾中实现协同
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显
著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打造“绿色食品牌”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
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农业“走出去”取得新成
果;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观,农村生态环境根本改
善,乡村文化蓬勃发展,乡村治理能力全面提
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民生活水平
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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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３５年,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
现.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业质量
效益显著提高;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有力保障低收入人群;乡
风更加文明,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村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基本实现.

表１　云南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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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总体布局
(一)战略布局.根据各地发展基础,按照

先行示范县、重点发展县、稳步发展县分类施
策,梯次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先行示范

县２０个,力争２０２５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重点发展县８０个,力争２０３０年前基本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发展县２９个,力争

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表２　战略布局

分　区 布　局

先行示范县

(２０个)
官渡区、晋宁区、安宁市、宜良县、沾益区、陆良县、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姚安县、元
谋县、蒙自市、开远市、建水县、景洪市、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双江县

重点发展县

(８０个)

呈贡区、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富民县、嵩明县、石林县、寻甸县、禄劝县、盐津县、绥江县、威
信县、水富市、麒麟区、马龙区、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华宁县、易门县、峨山县、新平县、元江

县、隆阳区、腾冲市、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楚雄市、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大姚县、永仁

县、禄丰市、个旧市、弥勒市、石屏县、泸西县、屏边县、河口县、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丘北

县、富宁县、思茅区、宁洱县、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孟连县、西盟县、勐海县、勐腊县、漾濞

县、弥渡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南涧县、巍山县、芒市、瑞丽市、梁河县、
盈江县、陇川县、古城区、永胜县、华坪县、玉龙县、临翔区、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耿马

县、沧源县

稳步发展县

(２９个)

东川区、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大关县、永善县、镇雄县、彝良县、宣威市、会泽县、武定县、元
阳县、红河县、绿春县、金平县、宁蒗县、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墨江县、江城县、澜沧县、泸
水市、福贡县、贡山县、兰坪县、香格里拉市、德钦县、维西县

　　(二)农业产业布局.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围绕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安全目标,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养殖业

发展优势区,不断优化农业产业区域布局.

１ 粮食生产功能区.围 绕 已 经 划 定 的

１５００万亩水稻生产功能区、３５０万亩小麦生产

功能区、１９００万亩玉米生产功能区,主要种植

功能区目标作物.

表３　粮食生产重点县、市、区

作物 重点县、市、区

稻谷
(６５个)

寻甸县、盐津县、麒麟区、沾益区、马龙区、宣威市、陆良县、罗平县、新平县、隆阳区、腾冲市、龙
陵县、昌宁县、楚雄市、牟定县、大姚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市、蒙自市、弥勒市、建水县、石屏

县、泸西县、元阳县、红河县、绿春县、屏边县、金平县、文山市、砚山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

县、富宁县、宁洱县、墨江县、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孟连县、澜沧县、西盟县、景洪市、勐海

县、勐腊县、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巍山县、芒市、瑞丽市、
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永胜县、临翔区、凤庆县、云县、永德县、耿马县

玉米(８１个)

宜良县、石林县、寻甸县、禄劝县、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镇雄县、彝
良县、威信县、麒麟区、沾益区、马龙区、宣威市、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会泽县、新平

县、元江县、隆阳区、腾冲市、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楚雄市、武定县、禄丰市、蒙自市、开远

市、弥勒市、建水县、泸西县、元阳县、金平县、文山市、砚山县、麻栗坡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

县、富宁县、思茅区、宁洱县、墨江县、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江城县、孟连县、澜沧县、西盟

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祥云县、宾川县、永平县、云龙县、鹤庆县、南涧县、巍山县、芒市、
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永胜县、玉龙县、宁蒗县、临翔区、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双江

县、耿马县、沧源县

小麦(９个) 镇雄县、威信县、宣威市、富源县、弥勒市、砚山县、丘北县、玉龙县、凤庆县

　　２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围绕已经划

定的２００万亩油菜生产保护区、３５０万亩糖料

蔗生产保护区、９００万亩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
主要种植保护区目标作物.

—８—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表４　重要农产品生产重点县、市、区

作物 重点县、市、区

油菜
(４７个)

鲁甸县、盐津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水富市、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红
塔区、江川区、华宁县、易门县、峨山县、元江县、隆阳区、腾冲市、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楚雄

市、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武定县、禄丰市、文山市、丘北县、马关

县、广南县、大理市、漾濞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巍山县、临翔

区、凤庆县、云县

糖料蔗
(４０个)

新平县、元江县、隆阳区、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个旧市、弥勒市、石屏县、元阳县、红河县、金
平县、西畴县、麻栗坡县、马关县、广南县、富宁县、墨江县、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江城县、孟
连县、澜沧县、西盟县、勐海县、勐腊县、芒市、瑞丽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临翔区、凤庆

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双江县、耿马县、沧源县

天然橡胶
(２６个)

元阳县、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思茅区、宁洱县、墨江县、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江城县、孟
连县、澜沧县、西盟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芒市、瑞丽市、盈江县、临翔区、永德县、镇康

县、双江县、耿马县、沧源县

　　３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重点围绕国家和

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及“一县一业”示范县、
特色县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４养殖业发展优势区.围绕肉蛋奶生产

能力较强的地区,大力发展生态养殖业,在昆明

市、曲靖市、大理州、德宏州等州、市布局建设生

猪、肉牛加工中心.

表５　养殖业生产重点县、市、区

畜种 重点县、市、区

生猪

(６９个)

宜良县、寻甸县、禄劝县、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镇雄县、彝良县、麒麟

区、沾益县、马龙区、宣威市、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会泽县、红塔区、新平县、隆阳区、腾
冲市、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楚雄市、双柏县、牟定县、姚安县、南华县、大姚县、武定县、禄丰市、
蒙自市、个旧市、弥勒市、建水县、石屏县、泸西县、元阳县、红河县、文山市、砚山县、麻栗坡县、马
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思茅区、宁洱县、墨江县、景东县、景谷县、镇沅县、澜沧县、大理市、
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云龙县、鹤庆县、永胜县、玉龙县、泸水市、凤庆县、云县、永德县

肉牛

(６８个)

寻甸县、禄劝县、昭阳区、鲁甸县、镇雄县、彝良县、麒麟区、沾益区、马龙区、宣威市、陆良县、师宗

县、罗平县、富源县、会泽县、通海县、华宁县、新平县、隆阳区、腾冲市、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楚
雄市、双柏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武定县、禄丰市、蒙自市、个旧市、弥勒市、建水县、石屏县、
泸西县、元阳县、红河县、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麻栗坡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景
东县、澜沧县、漾濞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南涧县、
巍山县、芒市、瑞丽市、盈江县、永胜县、玉龙县、香格里拉市、凤庆县、云县、永德县

肉羊

(３３个)

石林县、寻甸县、禄劝县、巧家县、麒麟区、沾益区、马龙区、宣威市、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

县、会泽县、隆阳区、腾冲市、龙陵县、昌宁县、楚雄市、大姚县、永仁县、武定县、建水县、泸西县、丘
北县、宾川县、弥渡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巍山县、永胜县、云县

奶牛

(１３个)
晋宁区、宜良县、嵩明县、石林县、陆良县、个旧市、弥勒市、大理市、弥渡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

县、香格里拉市

　　(三)乡村发展布局.结合我省山区广阔的

地形地貌特征,立足边境线长、守边任务重的实

际,围绕构建“县城—中心集镇—村庄”协调发

展格局,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三区三线”

划定相衔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合理

确定村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优化山区、坝
区、边境一线“两区一线”村庄布局,强化山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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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屏障功能,提升坝区发展效能.引导布局零

乱、居住分散、闲置低效的自然村及居民点向县

城、中心集镇和中心村集中,控制村庄无序散乱

蔓延.完善提升边境沿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国门村寨等规划,夯实

守边固边基础.

第三章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保障能力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围绕稻

谷、麦类、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和食用

植物油、食糖、猪肉、牛羊肉、乳制品、天然橡胶

等重要农产品,完善扶持政策措施,构建科学合

理、安全高效的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

务,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

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
粮化”.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
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加强粮

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
强化农田水利配套建设,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
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大力实施科技增粮措施,
加大粮食作物新品种研发力度,积极研发高产、
优质、抗逆、适应性广、适宜机械化耕作的粮食

新品种,推进良种良法配套,推广精细播种、配
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杂交稻旱作等关键技

术,全面提高粮食单产.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

策,积极争取国家早稻生产等补贴政策,适时出

台省级稻谷种植补贴政策、晚秋粮食奖励政策

和产粮大县、产粮大户、产粮先进奖励政策,完
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着力保护和调动

各级党委、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

性.努力挖掘粮食生产潜能,大力发展鲜品粮

食、杂交稻旱种和晚秋粮食生产,扩大小杂粮、
小杂豆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支持规模经营主

体开展优质粮加工,配套收粮储粮设施,推进品

牌化营销,延伸产业链.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开展

粮食节约行动,反对食物浪费.
二、加快推进养殖业转型升级

稳步提高生猪产能,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大

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着力提升养殖规模化率,

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５０％以上.规范生猪定点屠宰,支持生猪养殖

密集地区培育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开展生猪定

点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新建一批标准化屠宰

场.持续扩大牛羊产能,加强生产技术推广与

支撑体系建设,提高云岭牛、地方黄牛、云上黑

山羊等肉牛肉羊优良品种选育能力.扩大粮改

饲范围,推广全株青贮玉米种植,配套建设青贮

窖及草料库,提高农副资源饲料化利用率.落

实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推进高原生态牧场建设.
稳定提升禽蛋产能,依托大型养殖企业,在重点

养殖县新建标准化种禽、活禽、禽蛋交易市场.
新建和改扩建一批标准化家禽集中屠宰场,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年屠宰能力达２０００万羽的

规模化家禽集中屠宰场达到１５家以上.打造

地方特色畜禽产品品牌,加大滇南小耳猪、撒坝

猪、龙陵黄山羊、瓢鸡等地方优势特色品种的产

业化开发利用.提升肉制品加工水平,新建一

批屠宰精深加工厂,加强肉制品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加大宜渔资源开发力度,大力发展库区、
冷流水、河沟、稻田等宜渔资源养殖,推广库区

生态渔业、池塘健康养殖、稻渔综合种养等模式

和集装箱养殖等先进技术.
三、促进蔗糖、橡胶、油料产业健康发展
(一)巩固提升蔗糖产能.以国家糖料蔗生

产保护区、糖料蔗核心基地县建设为重点,推进

“双高”糖料蔗基地建设.加强高产高糖多抗甘

蔗新品种的选育,大力推广甘蔗健康种苗,落实

技术推广补贴政策,总结推广一批适应性强的

甘蔗机械和机械化生产、组织、服务模式.到

２０２５年,新建高标准糖料蔗生产基地１５０万亩

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糖料蔗生产基地３５０万

亩以上,实现糖料蔗亩产４３吨以上.
(二)推进天然橡胶转型升级.建设国家天

然橡胶生产保护区,加快老龄低效胶园更新改

造,完善胶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一批生态胶

园、特种胶园、智慧胶园.充分发挥原料产地优

势,合理规划布局加工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
加快初加工升级改造和资源整合步伐,大力发

展高性能胶和乳胶制品精深加工.到２０２５年,
天然橡胶面积稳定在８７０万亩以上,干胶年产

量４７５万吨,为守住国家战略物资安全底线作

出积极贡献.
(三)丰富油料产品供给.以油菜为重点,

以核桃、油茶等木本油料为补充,优化食用植物

油生产结构,加快新品种培育,提高机械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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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加工能力,推进农旅结合,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到２０２５年,油料总产量达到７０
万吨以上.

四、夯实水利基础设施

大力实施兴水润滇工程.加快灌区建设,
实施蜻蛉河、宾川、曲靖等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

化改造,加快柴石滩、麻栗坝、耿马、石屏、弥泸、
保山坝等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在干旱易发区、
分水岭地区、高寒山区建设一批小型、微型水源

工程.在光热条件充足的山区、半山区、干热河

谷区实施一批小型提水工程.在地下水条件较

好的地区,建设一批水源稳定可靠的抗旱应急

备用井.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规模化推

进高效节水灌溉,加大田间节水设施建设力度.
推广喷灌、微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集雨补灌、
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健全完善量水测水设施,加
强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降低农业用水损失.

专栏１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工程

　　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区域,
“十四五”期间,新建高标准农田１５００万亩、改造提升５５０万亩;将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
步实施,完成３３０万亩以上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

２ 优质粮食生产示范项目.继续落实“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建设一批优质粮示范县,促进粮食生产导向

由增产转向提质,推进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
３ 晚秋粮食增产项目.充分挖掘晚秋粮食生产潜能,发展秋玉米、秋红薯、秋马铃薯、秋杂粮、秋杂豆、秋油

菜、秋小麦等作物,支持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德宏州等州、市恢复双季稻生产,拓宽粮食丰收渠道.
４ 粮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示范项目.建设粮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示范,集成组装耕种管收全过程绿色高

质高效新技术,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集中建设一批优质米、双低油菜示范基地.
５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进一步发挥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效益,充分调动各地发展生猪生产积

极性,促进生猪生产、流通,引导产销有效衔接,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安全.
６ 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畜禽规模化养殖,重点进行动物防

疫、粪污处理、养殖环境控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
７ 奶业振兴项目.以实现奶业全面振兴为目标,建立完善以奶农规模化养殖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系,大力

发展优质饲草业,提升饲草料生产加工和养殖装备水平,扩大奶牛精准饲喂规模,支持养殖和粪污处理利用设施

建设.
８ 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一批糖料蔗、油料基地建设项目,建设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

及原种生产基地;实施国家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成一批高标准胶园,建设天然橡胶产地仓储设施,改
造初加工及环保设施,建设高性能天然橡胶加工基地.

９ 大中型灌区建设项目.启动３个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全面完成“十三五”期间立项的重点

中型灌区工程建设;新立项实施一批中型灌区建设,节水改造面积２００万亩以上.

第四章　深入打造“绿色食品牌”

聚焦粮食、烟草、蔗糖、茶叶、橡胶、花卉、蔬
菜(含食用菌)、水果、坚果、咖啡、中药材、牛羊、
生猪和乡村旅游等重点特色产业,突出加工业

和服务业增值,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全面提高重点产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加快推动我省由特色农业大省向现

代农业强省迈进.到２０２５年,“绿色食品牌”重
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１６万亿元以上,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一、做大做强“一县一业”
以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组织化、市场化

为着力点,全面推进“一县一业”建设.大力建

设省、州市、县级重点产业基地,提升产业规模

化生产能力.围绕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一
村一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绿色食品工业

园,加快推进主导产业向优势产区聚集,提升产

业发展专业化水平.实施“绿色食品牌”招商大

行动,加快构建以大型行业龙头企业为引领、中
型行业先进企业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

础的发展格局,提升产业发展组织化程度,促进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全面提升“云品”
国内市场份额,不断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力争云

南特色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西部省份第１位.
大力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完善品牌目录制度,持
续组织好云南省“１０大名品”的评选表彰和宣

传推介工作,创建一批具有文化底蕴、鲜明地域

特征的“小而美”特色农产品品牌,力争每个重

点产业培育１—２个全国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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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　“一县一业”示范引领工程

　　１“一县一业”示范县、特色县创建项目.继续聚焦重点产业,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重视程度高的

地区创建“一县一业”示范县、特色县,培育一批全国甚至全球单项冠军.
２“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开展产业基地创建、动态监测、评价管理等工作,省级重点建设２００个

绿色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品牌化营销示范引领的产业基地.州、市、县、区整合涉农项目资金、资源,分级打造产

业基地发展的标杆和示范,引领产业基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３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建设好蔬菜、花卉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争创茶叶、水果、中药材等国

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聚焦优势特色品种,建设一批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４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建设一批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相互融合

的国家、省、州市、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到２０２５年,创建认定６个左右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认定３０个

左右省、州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５ 农业产业强镇项目.以乡镇为平台、以产业为基础,支持提升原料基地、仓储保鲜、加工营销等设施装备

水平.到２０２５年,培育和发展５０个左右农业产业强镇.
６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项目.坚持市场导向和绿色发展,以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为基础,推进

国家和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到２０２５年,建设３０个左右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５０个左右省级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７ 交易中心建设项目.围绕国际、国内和省内重要城市需求,合理布局建设“绿色食品牌”交易中心,形成

完备的产品供应链体系,促进“绿色食品牌”农产品交易便捷化.
８ 干热河谷区保护利用项目.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全省干热河谷流域,以提水增效、耕地整治、产业发展

为重点,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方式,有效提高水、土、热资源匹配效率,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建设一批生

态与经济效益并重、特色优势明显、产品竞争力强的热区特色果蔬产业基地.

　　二、大力发展现代种业

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以构建云南高原特

色现代种业体系、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为目标,
聚焦“保、育、测、繁”４个环节,统筹推进农作

物、畜禽、水产种业创新发展.加强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与品种创新,推进国家、省级农业种

质资源圃(库、场、区)建设和管理.支持种业企

业联合科研院校等育种单位开展良种联合攻

关,集中突破一批种业领域核心关键技术,选育

一批高质、绿色的“云”字号新品种.建设提升

一批区域性品种测试评价站.推进国家区域性

良种繁育基地、南繁基地、育制种大县建设,建
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良种生产基地.培育一

批具有特色品种资源、生产技术先进、市场营销

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创新型种业企业.
完善种子供需监测预警和储备制度.到２０２５
年,力争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９８％以上,
国家、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率达８５％以上,
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达６０％以上,大宗淡水鱼

良种普及率达８０％以上,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

贡献率达到国家平均水平.

专栏３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１ 农作物种质资源圃(库)建设项目.新建或改扩建花卉、中药材、茶树、果树等一批国家、省级农作物种质

资源保存库圃(含分圃),显著提高资源保护的种类、数量、质量以及评价鉴定能力.
２ 畜禽、水产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建设项目.新建或改扩建文山牛、滇南小耳朵猪、尼西鸡等一批国

家、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
３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与中转隔离基地建设项目.加快国外优异种质资源引进,推进种业对外开放,

为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长期提供引种服务,推动检验检疫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德宏片区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和中转基地建设.
４ 农业新品种自主创新项目.围绕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畜禽品种科技创新,突破基因挖掘、品种设计和良种

繁育核心技术,培育和应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重大新品种.
５ 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项目.加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基础设施、生产加工、监管服务能力建设.
６ 南方马铃薯净化种薯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在高山冷凉区域布局“脱毒苗组培快繁＋原原种＋原种＋一、

二级良种繁育”一体化的中国南方马铃薯优质种薯基地.
７ 优质种子种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主要粮食作物为主,加强花卉、高山经济作物,中药材等优质种子

种苗生产基地建设,配套改善种子仓储、烘干、检验等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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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畜禽水产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以保障优良畜禽供应为目标,以推动畜禽水产品种改良为方向,重点

开展云岭牛、云上黑山羊等种畜(禽)场改扩建,提升优良种畜禽供种能力.
９ 现代种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在昆明市、施甸县、元谋县、宁蒗县建设一批集基础研究、科技开发与应用、试

验示范、培训推广、企业生产等为一体的现代种业产业园区,集中力量培育具有国内、国际竞争能力的种业集团.
１０ 区域性品种测试站建设项目.建设一批区域性品种测试站,逐步实现试验田间作业机械化、试验数据

采集自动化、试验结果分析智能化,提高新品种试验承载能力和试验的准确性、科学性.
１１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站)建设项目.改扩建一批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站),建设实验室,配

备种子质量、品种真实性、转基因检测设备,建设田间鉴定设施,提升种子质量检测中心(站)检测水平.
１２ 种畜禽性能测定中心建设项目.围绕主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选择基础较好、种畜禽产业优势明显的

区域,建设省级种畜禽性能测定中心,建设云南省种畜禽管理信息平台.

　　三、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商

培育壮大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发展环境,加
快发展覆盖全程、综合配套、安全高效、便捷实

惠的农产品电商流通和服务网络.建设直采直

销基地,加强与国内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加快建

设１００个高标准直采直销基地,不断扩大直采

直销基地覆盖面.支持生产企业通过网络平台

展示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加工工艺等实时信

息,推广基地直销模式.适应消费者年轻化、小
家庭和配送便捷的需要,支持生产经营主体细

分市场,开发适宜电商销售、运输便捷的小包装

产品,让更多产品上线销售.鼓励生产经营主

体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及“一部手机云品荟”、
“一部手机游云南”等省内平台合作,扩大“云
品”电商销售渠道和占有率.规范发展直播销

售等新业态,加强与直播团队、直播平台合作,
积极策划“四季云南”直播活动,宣传推介、展示

销售云南优质农产品.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配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物流配送基础设

施.“十四五”期间,力争全省农产品电商销售

额年均增速保持１５％以上.

专栏４　农产品电商培育工程

　　１ 农村电商人才培训项目.围绕电子商务实操、网络市场营销、物流配送等内容,加强技能培训,提升为农

民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
２ 直采直销基地建设项目.引导由国内知名农产品商贸流通企业、规模化生产企业、进出口企业等与生产

主体共建直采直销基地,建立稳定的供应关系和利益共享机制.
３ 生鲜农产品产地仓项目.引导国内知名电商平台企业、农产品商贸流通企业和省内重点农产品商贸流

通及进出口企业,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投资建设一批涵盖采后处理、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的农产品产地仓.
到２０２５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以上.

４ 农村电子商务提质增效行动项目.继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夯实农村物流设施设备基础,健全农村电

商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农村市场主体,促进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
５ 实施农村电商新零售业态发展项目.对接知名电商平台,构建农产品电商交易数据分析一张图,推动建立

农产品网络销售标准体系,开展媒体策划、品牌塑造及网络营销,提高农产品网络销售的知名度、信誉度和美誉度.

　　四、提升设施化水平

对标发达国家和地区,围绕重点产业,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大力推进高效农业设施建设,
提高农产品生产标准和质量,实现节本、增产、
提效目标.到２０２５年,茶叶产业方面,重点推

进茶叶初制所规范达标建设,提升采后加工水

平;花卉产业方面,主产区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

面积达到３０％以上;水果产业方面,重点抓好

采后处理,因地制宜布局建设２０条左右标准化

分拣线、１０万立方米左右气调库;蔬菜产业方

面,重点推广应用小包装净菜加工设施设备,小

包装蔬菜比重达到３０％以上;坚果产业方面,
核桃主产区实现核桃水洗果初加工全覆盖;咖
啡产业方面,重点推广生态环保分选脱皮烘干

设备,精品咖啡豆比重提高到２０％以上;中药

材产业方面,重点推广绿色高效种植设施和产

地初加工设备,为大力发展中药饮片颗粒把好

原料质量关;生猪和肉牛产业方面,重点推广自

动化、智能化、信息化饲养设施设备,持续提高

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和质量.以企业为主体,
按照生产需求优化布局,持续推进农产品冷链

物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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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５　生产设施提升工程

　　１ 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加快田头冷库、生产基地冷库及区域性集散地、中心城市和重点口岸农

产品综合冷链物流集配中心建设,推广移动式冷链物流设施.到２０２５年,行政村基本实现物流配送网点全覆

盖,建成覆盖生鲜农产品主产区的冷链物流网络,花卉、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产地预冷保鲜提高到５０％以上.
２ 茶叶初制所改造补助项目.按照填平补齐原则,改善环境卫生条件,添加购置现代化设施设备,对不符

合标准规范的茶叶初制所进行提升改造.
３ 花卉水肥一体栽培补助项目.对市场主体发展花卉水肥一体栽培给予支持和补助,逐步改变花卉发展

传统模式,提升发展水平.

　　五、推进有机化发展

按照“有标采标、无标创标、全程贯标”要
求,推行绿色有机生产方式,引导新型经营主体

对接国内国际有关标准,以标准化生产提升产

业有机化发展水平.以茶叶、蔬菜、咖啡、坚果、
中药材等产业为重点,建设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形成示范引领.建立完善有机农产品产地挂牌

保护制度.协调引进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

地区有机农业认证机构落户云南,满足绿色有

机基地和产品认证服务需求.引导支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大幅提高绿色有机基地

和产品认证规模.积极 推 行 良 好 农 业 规 范

(GAP),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全程质量控制体

系.围绕特色产业、优势品种,划定范围,设定

标准,推进云南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全

面落实茶叶绿色发展“十条措施”,到２０２５年,
全省建成有机茶园３００万亩以上,实现云南茶

叶“全面绿色、一半有机”;加快蔬菜、水果、坚
果、咖啡、中药材等产业绿色有机化进程,力争

全省绿色、有机产地监测面积达１０００万亩,有
效认证绿色产品５０００个、有机产品４０００个,有
效认证产品数量居西部省份第１位、全国领先.
以九大高原湖泊流域为重点建设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加快调整种植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严
禁高毒高残留农药销售和使用,力争“十四五”
末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专栏６　绿色有机发展工程

　　１“绿色食品牌”标准建设补助项目.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加快优势特色产品生产标准制(修)订,构建形成

覆盖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标准体系,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
２ 绿色有机认证补助项目.积极推动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优质特色农产品,支持企业申请国际通行

的农产品认证,促进政府间标准互认合作,对获得相关认证的基地和产品给予补助.
３ 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建设项目.继续高质量开展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和认定,形成一批适宜不

同类型特点的农业绿色发展模式,为全面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样板.

　　六、推动数字化建设

建立云南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整合地

理、环境、土壤、气象等资源信息,加快绘制全省

农业资源一张图,推进生产过程、加工流通、市
场信息等实时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可视化

运用,为产业发展和对接市场提供精准数据支

撑.每年支持２０个种植养殖基地,配备智能化

设施设备,构建生产管理模型和自动化控制系

统,联通供应链和销售平台数据,探索数字技术

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的模式,形成一批数字农

业的标杆示范基地.综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建设有机产品和绿

色食品质量追溯平台,汇聚生产、加工、流通各

环节的数据信息,加快建立从产地到市场到餐

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流程追溯体系.推广贯

通全产业链的订单农业、农产品期货、大宗农产

品电子交易等交易形式,建立农产品智能供应

链.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农业主要品种全产业链数

字化覆盖率达到３０％以上,信息进村入户村级

信息服务站覆盖率达到１００％,“云农１２３１６平

台”用户推广达到１００万人以上,省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标准化建设基地农业物联网应用比

例达到２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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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７　数字农业工程

　　１ 农业农村大数据库建设项目.统筹规划建设涵盖自然资源、种质资源、农业产业、设施设备、农业科技和
主体信用等领域信息的省级农业农村大数据库.建设１６个州、市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１２９个县级数据采集和
管理系统.

２ 农业农村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开发种植业、畜牧兽医、渔业渔政、监督管理、科技教育、资源环境、
农机农资、国际合作、政务管理、市场监测等管理系统.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通过数据交互融合,建
设云南农业资源一张图、高标准农田一张图、产业一张图、基地一张图、品牌一张图和农村发展一张图等“一张
图”系列项目.

３ 农业农村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植物病虫害预测防治、动物疫病预测防治、专家远程问诊服
务、农机对接服务、农资供需对接服务、技术推广培训服务、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分析、农村公共服务、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服务等农业生产数字化技术服务平台.

４ 农业数字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建设一批农业数字化示范基地,推进生产数字化.茶叶、坚果等产业,
以水、肥、药一体化和环境监测和改良为重点推进生产数字化;花卉、蔬菜、水果和中药材等产业,重点通过农业
物联网和自动化控制设施实现水、肥、药、光照、温度和湿度调控推进生产数字化;生猪、肉牛等产业,以环境控
制、精准饲喂、产品收集、粪便清理、疫病监测预警和繁殖育种为重点推进生产数字化.

５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项目.支持一批省内重点产地市场(冷库群)配备具备通信功能的信息设备,采集
鲜活农产品产地、品类、数量、流向、价格等信息.引导田头市场、批发市场采用电子结算方式交易,形成产地销
地市场信息数据系统.

６ 国家数字农业创新中心云南分中心建设项目.争创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分中心,重点围绕区域特征和行
业发展共性的关键问题,开展数字农业核心技术研究与智能装备研发.

７ 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项目.以“数字云花”为切入点,构建从生产、流通、交易、消费和质量追溯、
金融服务为一体的花卉产业全产业链数字化体系,实现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并逐
步向茶叶、蔬菜、水果等产业拓展延伸,推进各产业数字化进程.

８ 数字农业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项目.围绕花卉、茶叶、水果、蔬菜、中药材、肉牛等特色优势产业,实施不
少于５个县域数字农业农村试点项目,全域推进农业产业、乡村治理、质量安全监管和“农产品出村进城”等领域
的数字化改造.

第五章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坚持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到农业农村发展的

核心位置,改革机制体制,加大支持力度,加快提

升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水平,以创新带动转型,
促进我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一、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推动建立农科教产学研联盟,围绕全产业

链科技需求,突出品种创新、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结合、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防灾减灾等关键

领域,组织开展联合攻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
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改进农业科技项目

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支持

涉农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企业联合建立农业

科技研究中心,跨界跨领域合作建立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科技创新联盟.鼓励农业经营主体自

主创办农业科研机构,加快省级农业重点企业

研究院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科技人员创业

创新试点建设,支持农业农村科技人员创业创

新.持续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
快构建农技推广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企

业等多元互补、开放竞争、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

服务体系.全面建立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事

业单位科研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

岗创新创业制度,保障其在职称评聘、工资福

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
二、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推行“产业＋团队＋项目＋基地”模式,加
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发挥公益性农技推

广体系主导作用,加强绿色增产、生态环保、质
量安全等领域重大关键技术示范推广,提升防

范应对重大疫情、突发灾害等能力.继续深化

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特派员选派从农业一产

向产业链后端延伸,突出向农产品加工、电子商

务、创意设计等领域拓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

社、协会等市场化社会化科技服务力量,鼓励发

展“农资＋”技术服务推广模式,鼓励企业牵头

组织各类产学研联合体研发和承接转化先进、
适用、绿色技术,探索并推广“技物结合”、“技术

托管”等创新服务模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
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创新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交易机制,建立以知识产权和服务业绩为

导向的分配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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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机械装备水平

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技术装备研发和运用,推
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田“宜机化”同步实施,着
力改善农机作业基础条件,促进农田建设和农业

机械相适应.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全面机

械化,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能力,总结推广

先进适宜的技术路径、技术模式、操作规程,探索

发展高原特色经济作物机械化.精准高效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着力支持粮油糖、生猪、水产

等重要农产品及特色优势产业绿色高效机械化

生产设施装备.加大智能农业机械推广应用力

度.积极推进农机报废更新,加快淘汰老旧农机

装备,促进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应用.培育壮大新

型农机服务组织,鼓励新型农机服务组织开展多

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机服务主体采取

跨区作业、订单作业、农业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
开展高效便捷的农机作业服务,推进农机服务模

式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
四、实施农业市场主体倍增计划

加快培育壮大以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重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村创新

创业,提高登记管理效率,推动建立一批绿色

化、标准化、数字化农业产业生产、加工、流通、
服务企业,培育发展农业企业.加大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强化企业管理服务,
培育“绿色食品牌”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做
强农业产业化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壮大

农业产业化州市和县级重点龙头企业,形成一

批国家、省、州市、县级龙头企业,形成“四级联

动”发展格局.深入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

提升行动,持续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

整县推进试点,加大示范社创建力度,加强社企

合作对接,强化指导扶持服务,着力提升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服务带动能力.“十四五”时期,全
省农业企业数量年均增长１５３％,到２０２５年

达到１４２万户,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

达到９０００户以上,实现双倍增目标;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专栏８　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工程

　　１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改善一批农业重点实验室创新条件,提升一
批国家农业科学观测站基础设施水平,建设一批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

２ 质量导向型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项目.瞄准质量兴农的重大技术瓶颈,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条件,
集中支持、集中设备、集中科技人员、集中攻关,提升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３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持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力度,加大先进适用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４ 科技特派团项目.以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为主线,以“一县一业”为突破口,开展“一团一业”科技服
务.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集成应用一批先进实用科技成果,示范推广一批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培育壮
大一批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建设一批科技示范乡镇、村.

５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先保障粮食、生猪生产机械购置补贴,围绕打造“绿色食
品牌”和“一县一业”,突出丘陵山区特色经济作物适用机械的推广应用.

６ 农机化生产试验示范基地项目.积极培育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大力推广水稻机插秧、土地深
松、秸秆粉碎还田等农机化技术,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产业化.

７ 农业市场主体倍增行动.强化农业企业招大引强扶持力度,定期开展农业产业化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的认定和监测管理,支持涉农企业贷款每年不低于３００亿元.开展国家、省、州市、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四级联创,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范围.

第六章　扩大农业开放融入新发展格局

发挥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

和特色农产品产地优势,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

国家战略,扩大农业开放领域,提高农业开放质

量,统筹推动农业“走出去”、“引进来”,加快形

成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的双向开放新高地.
一、深化省际间农业交流与合作
立足省际区域间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环

境关联,促进产业发展互补互促、科技平台共建

共享、资源要素对接对流.积极承接中部、东部

农业产业转移,优化完善财税、金融、投资、土地

等产业转移政策,吸引产业链条整体转移和关

联产业协同转移,全面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质

量效益.加强与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浙江

省、江苏省等地农业领域的沟通交流,建立省际

间农业产业合作促进机制.加强与北京市、上
海市、广东省、深圳市等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区域

合作,建设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中心),推动

区域内农业科技人才合理流动,促进优势科技

资源和要素向云南辐射和扩散,科技成果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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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孵化转化.积极引进国内涉农企业、商贸供

应链体系进入云南,参与绿色食品开发、加工、
新技术推广及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深化泛珠

三角区域农业产业合作,构建开放、畅通、共享

的要素资源平台,建立工作、项目、投资对接机

制,积极推动大湾区“菜篮子”工程,建立省际间

品种试验数据共享互认机制,共同推进国家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
二、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农业开放合作

试验区
推进与周边国家农业政策对接和标准互

认,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园、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中心和重要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积极完善进口商品风险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和追

溯体系,支持建设境外农业经贸合作区,稳步解

决跨境农业合作返销农产品检验检疫准入问

题.引导企业熟悉和应用有关国际规则,为跨

国农业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咨询、产业对接、项目

推介、法律咨询等服务.建设农业对外合作政

策集成试验平台,依托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昆明、红河、德宏３个片区,推进通关便利

化,推动开通一批种子种苗、花卉苗木等农副产

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仓储设施、冷链物流、销售网络信息

体系等配套建设.建设农业对外合作服务平

台,建设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农产品交易中心、物
流中心、拍卖中心.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设连接南亚

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内联国内,
外接南亚东南亚市场的特色农产品交易枢纽.
建设农业引资引智引技支撑平台.充分发挥澜

湄合作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科技交流合作

组、中国—南亚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组等平台作

用,协同相关科研机构,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

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加快优势农业技术的转移

和扩散.
三、拓展多边领域农业合作
拓宽合作渠道,深化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区

域组织在乡村振兴、农业综合开发、应对气候变

化、跨境动植物疫病疫情联防联控等领域合作.
继续推进国际农发基金云南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农业综合开发长江绿色生态廊道

等项目实施.积极参与多边框架下的“南南合

作”,大力推荐符合有关条件的农业技术人才进

入农业农村部专家库,执行农业农村部对外农业

援助项目,分享云南农村减贫和乡村发展经验,
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深化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建设合作,推动区域农业技术合作研究,围绕

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联合研究、技术研发.打

造国际化农业产业链,鼓励企业应用先进适用的

农业科技,探索境外合作建设农业产业带及重要

农产品生产、科技合作高地.加大国际科技特派

员选派力度,完善交换互访机制.
四、加强跨境动植物疫病疫情联防联控
深化多双边合作,积极开拓中老、中缅跨境

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合作,提升跨境突发动植

物疫病疫情应急处置能力,降低境外动植物疫

病疫情输入风险.提升实验室检测能力,开展

动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加强对周边

国家重大有害生物防控的物资援助和技术服

务,重视区域整体治理,联合制定有效防控方

案,提高联防联控水平,建立我国西南生物安全

屏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推进西南畜产品贸

易安全大通道建设,保护边境地区畜牧业生产

和公共卫生安全,切实做好边境偶蹄类动物走

私治理工作,抓好进口肉牛的隔离免疫、屠宰等

关键环节,依法依规推动边境活畜贸易规范化

建设.

专栏９　农业开放合作工程

　　１ 区域农业科技联合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建设集农业科研中心、转化中心、研发中心、人才中心、企业中心为

一体的“五大中心”,实现技术集成、资源集约、企业集中、产业集聚,推进科技与企业、产业、人才、金融等深度融合.
２ 农业对外开放合作示范区项目.积极开展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到

２０２５年,建设一批省级以上农业对外合作“两区”.
３ 农业“走出去”主体培育项目.加强与国外农业投资、贸易、科技、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合作,鼓励企业拓展

国外市场.到２０２５年,培育２００户以上境外农业开发重点企业.
４ 替代种植项目.以甘蔗、水稻作物为重点,在缅甸、老挝北部地区推进实施一批替代种植项目,合作建设

产业基地.
５ 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点项目.按照“规模养殖、有序进口、集中屠宰、精深加工、打造品牌”的工作

要求,继续推进德宏州、西双版纳州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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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在省级“绿色食品牌”重点产业基地中,鼓励有条件的基地经营主体积

极扩展境外市场,建设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
７ 动植物疫病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建设项目.在边境地区建设“３＋１”防线,即由检验检疫机构在口岸实施

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构建的检验检疫防线,由边防、海关、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构建的联动联控防

线,由边境地方政府组织动员边民共同参与的群防群控防线,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政府及有关机构加强防控合

作的境外合作防线.

第七章　统筹农业发展和安全

把防范化解农业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
严守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加快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面提高防灾减灾

能力,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
一、加强耕地保护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树牢底线思

维,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实现耕地保护目标.加强耕地用途管制,严控新

增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严控耕地转为林地、园地

等其他类型农用地.严防采矿、工业生产、固体

废弃物堆积、污水违规排放污染损毁耕地.完善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占和数量、质量

双到位,做好耕地占补平衡监管.在永久基本农

田外其他质量较好的耕地中,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储备区.加强新增耕地培肥改良,因地制宜采取

耕作层保护、增施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改良修

复措施,加速生土熟化.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

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加强耕地质量监测与

调查评价,每５年发布１次全省耕地质量等级情

况报告,不断优化完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对实

施土壤保护和其他生态保护的地区给予经济补

偿,鼓励农民对土地的保护性耕作.在石漠化地

区和重要湖泊、饮用水水源地及水资源匮乏地

区,稳步推进耕地轮作试点.
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任制度全面建

立,加强属地管理责任落实,深入开展国家、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加强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落实,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建立食用农产品监管名录,扩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范围,逐步将中小散户纳入监管范围,推
动监管主体从规模化龙头企业向广大种植养殖

者延伸.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提升省、州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检测

能力,逐步扩大检测参数范围.加强部门行业

监管责任落实,突出农(兽)药行政审批和生产

经营监管,督促种植养殖者落实用药记录制度、
农药安全间隔期和兽药休药期等有关规定,加
大风险监测覆盖面和监督抽查力度,组织开展

专项整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行动.加强信

用监管,建立信用档案,对违法违规者实施失信

“联合惩戒”.加强智慧监管,积极探索“互联网

＋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功能,对全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状况进行系统分析,逐步实现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可控、源头问题可追、具体责

任可究.“十四五”期间,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９８％.
三、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推动县级建立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明
确种养业发展方向和开发强度.严格水资源管

理,完善农田排灌设施,推广节水技术,逐步建

立农业灌溉用水量控制、定额管理制度及精准

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加快发展节水农业.推

进种植业标准化、清洁化生产,创建一批标准化

基地,推广一批粮油和经济作物生产全过程高

质高效技术模式.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
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推行有机肥替代

化肥、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推行健

康生态养殖模式,合理确定草原、湖泊、水库、滩
涂等养殖规模和养殖密度,加强草原、水生生

态、森林和湿地保护与修复.加强土著鱼人工

驯养繁殖技术研究,推进大水面渔业资源开发

利用.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健全标准体

系,鼓励发展收贮运社会化服务组织,探索粪肥

运输、施用引导激励政策.持续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建设一批全域全量利用重点县.深入实

施农膜回收行动,推广应用标准地膜,推进机械

化捡拾、专业化回收.探索开展农药肥料包装

废弃物回收.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抓好农

业环境保护监测体系建设.全面落实“退、减、
调、治、管”涉农措施,统筹推进九大高原湖泊保

护治理和农业绿色发展,加快构建九大高原湖

泊流域农业资源利用节约高效、产地环境清洁

良好、产业模式更加生态、绿色产品供给能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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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发展格局.
四、持续推进长江禁渔

持续做好退捕渔民动态跟踪监测和转产安

置工作,积极引导、帮助退捕渔民发展特色种养

业、二三产业、自主创业和参与护渔员岗位,让
退捕渔民真正做到退得出、稳得住.围绕“水上

不捕”的目标,聚焦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水域、重
点群体、重点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违法捕捞行

为,抓好源头整治,维护禁渔秩序和稳定大局.
合理划定禁钓区域和禁钓时段,规范天然水域

休闲垂钓管理.要加强对保种育种、科研教学、
调查监测和种群调控等特殊需要采集相关水域

水生生物行为的管理;要研究特定水域增殖渔

业利用和管理办法,实现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的有机结合.要开展禁捕效果监测,对金沙江

流域鱼类的重要生境修复效果,开展持续的生

态系统监测与评估,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水生生

物保护措施提供依据.加快推进与贵州省、四
川省两省合作交流,建立健全政策协调和执法

协作机制,确保协调渠道顺畅、执法监管无缝衔

接,有效消除禁捕管理盲区.
五、健全防灾减灾体系

加强农田、渔业水域等区域农业外来入侵

物种治理,落实阻截防控措施,坚决守住农业生

物安全底线.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强
化动物强制免疫工作,确保动物强制免疫病种

免疫密度和免疫抗体水平分别超过 ９０％ 和

７０％.提升动物卫生信息化管理,实现产地检

疫、屠宰检疫１００％电子出证.加强高致病性

禽流感、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监测预警,确
保全省范围内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建

立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构建“物联网＋
检疫”模式,提升植物检疫信息化水平,实现检

疫对象可追溯可追踪.建立一批智能化、信息

化监测点,提升病虫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加强

专业化防治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防控队伍应

急反应能力.强化边境防控,严防境外动植物

疫病疫情传入境内.建立健全省级救灾备荒种

子储备制度,与国家储备相衔接,落实储备任

务,保障农业生产用种安全.加强气象预警预

报体系建设,强化灾害监测和趋势研判.建立

农业气象灾害数据共享平台,推进预警信息共

享服务,开展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提升基层应

对、防范农业气象灾害的能力.

专栏１０　农业安全发展支撑工程

　　１ 耕地质量提升技术集成示范项目.建立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示范区,以高标准农田工程建成区、退化耕

地问题突出区和新增补充耕地为重点,集成技术,综合施策,着力改善耕地质量.
２ 退化及污染耕地治理建设项目.在粮食生产重点地区治理强酸性耕地,施用石灰和土壤调理剂,开展秸

秆还田或种植绿肥,潜育化耕地配套建设排水系统.
３ 耕地轮作试点项目.以资源约束紧、生态保护压力大的地区为重点,与生态退耕等相关规划衔接,继续

开展耕地轮作试点,落实轮作制度补贴,不断提升耕地质量.
４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建设项目.提升改造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中心、１６个州、市分中心.支持一批

“菜篮子”产品主产县配备相应设施设备,实现与智慧农安监管信息服务平台实时交互.申报建设西南地区区域

性风险评估中心,国家农产品检测基准实验室及茶叶、花卉、水果、蔬菜等４个重点产业风险评估实验室,建设一

批不同风险因子及产品类型的省级质检中心、一批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集成应用示范基地.
５ 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建设项目.在长江等六大水系和九大高原湖泊流域范围,选择一批农业面

源污染排放量较高、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选取２—３个具有明确的分水岭或汇水、排水

边界的典型农业小流域作为项目治理区,菜单式遴选治理技术,集成配套治理工程,整县推进,示范带动,系统解

决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６ 畜禽粪肥利用种养结合建设项目.继续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支持建设一批以液体粪污

肥料化利用为纽带的种养结合提升县,支持建设一批以大型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种养结合提升县.
７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建设项目.科学确定、适时调整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和保护等级,针对不

同水生野生动物物种的濒危程度和致危因素,制定保护规划,加强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建设,对具有重要价值

的珍稀濒危物种开展人工繁育和种群恢复工程技术研究.配套渔政执法船艇和渔政执法装备设施,建设长江禁

捕智能监管平台,全方位提升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水平.
８ 重点水域增殖放流项目.以长江流域、九大高原湖泊为重点,选择适宜品种,合理安排放流数量,开展增

殖放流,促进渔业种群资源恢复,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业效益和渔民收入.
９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项目.建设提升动物疫病监测预警能力,申报建设陆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区

域中心、一批边境动物疫病监测站、省级水生动物疫病监控中心以及区域中心.提升动物卫生监督能力,完善动

物疫病追溯监管平台,加强指定道口动物卫生监督临时检查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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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建设项目.采用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模式,建设一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厂,构建起科学完备、高效运转,覆盖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
１１ 植物保护工程项目.申报建设国家级区域性迁飞性重大病虫防控中心.改造和新建一批农作物病虫

疫情监测分中心田间监测点,完善生物灾害监测预警网络.改善重点区域生物灾害防治站,增强区域应急防控

设施及物资储备库.建设省级农药风险监测评估中心,提升农药风险监测能力.
１２ 救灾备荒种子储备项目.按照农业农村部下达的年度计划,组织完成杂交玉米种子、常规水稻种子、马

铃薯原种的救灾备荒储备任务.

第八章　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

乡村多元价值,推动农业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

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延伸,健全产业链、打造供

应链、提升价值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一、发掘乡土特色产业
坚持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方向,因地制

宜发展小宗类、多样性特色种养业,加强地方小

品种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创建“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建设乡土特色产业品牌化、集群化发展

平台,推进整村开发、一村带多村、多村连成片,
厚植区域经济发展新优势.发掘一批乡土特色

产品,支持开发少数民族刺绣、扎染、木雕、蜡
染、大理石工艺品、银器、纺织物、陶器制作、斑
铜工艺、玉雕等有潜力的手工艺品,重点开发乡

土卤制品、酱制品、豆制品、腊味、民族特色奶制

品等传统特色食品.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

作坊、乡村车间,壮大乡村传统工艺传承队伍,
帮助乡村群众掌握一门手艺或技术.编制传统

工艺振兴目录,提高传统工艺产品设计、制作水

平,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传统工艺产品.
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培育具有民族和地域特

色的传统工艺产品品牌,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

质、形成品牌、带动就业.
二、壮大农产品加工业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改善储藏、

保鲜、烘干、预冷、清选分级、包装等设施装备条

件,夯实农产品初加工基础.支持加工企业以食

品生产、药用开发、功能性产品开发等为重点,发
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实施农产品加工提

升工程,推动原料集聚区挑选整理、清洗烘干、冷
藏保鲜等设施设备全面普及,提高农产品产地初

加工率.统筹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初加工协

调发展,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装备升级,向
产业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加工转化增值能力.粮

食加工以增加专用米、专用粉、专用油、功能性淀

粉糖、功能性蛋白等食品为重点;茶叶产业以普

洱茶、滇红茶等传统茶为重点,适度开发抹茶、茶

膏等衍生产品;花卉产业重点开发干花、花卉功

能性食品、精油及化妆品、民族花文化创意产品

等,打造云南花旅伴手礼知名品牌;蔬菜产业以

保鲜蔬菜为主,加大腌制蔬菜、小包装净菜开发;
水果产业加强分级、保鲜,在规模生产区适量布

局果酒、果汁、果醋、速冻果块等生产线;坚果产

业重点开发果仁类休闲食品;咖啡产业重点发展

浓缩液、冻干粉、焙炒豆(粉)等深加工;中药材产

业重点发展天然药物提取、大健康产品、中药材

畜禽饲料及畜禽药物等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畜牧

业在标准化布局建设生猪、肉牛等大型屠宰及精

深加工项目的基础上,加大火腿、腊肠腊肉、牛干

巴等特色肉制品开发.加强农产品及其加工副

产物综合循环利用、全值利用、梯次利用,采取先

进的分级、提取、分离与制备技术,集中建立副产

物收集、运输和处理渠道,提高副产物综合利用

水平.
三、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
促进农旅、村旅多元融合,丰富乡村旅游业

态.在城市周边、特色农区和民族地区、旅游环

线,以农村田园景观、特色村落、农业生产活动

和特色农产品为乡村休闲旅游素材,开发田园

游、林果游、花卉游、渔业游、牧业游等不同特色

的主题旅游景区,鼓励发展一批特色化、差异化

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满足城市人群体

验农业、回归自然的生活需求.用好茶叶、花
卉、咖啡、水果、坚果、油菜等景观性优势特色产

业资源,培育具有乡村特色和产业特色的休闲

农庄、特色小镇、半山酒店、精品民宿,挖掘乡村

产业文化内涵,突出乡村产业特色元素,办好乡

村产业节庆活动,把乡村风貌产业基地、生态环

境和文化底蕴结合起来,打造推介一批精而美、
特而强、新而活的田旅、茶旅、花旅、果旅融合发

展精品路线.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支持中医药

养生、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建设一批集旅游观

光、健康服务、康复疗养、休闲度假、绿色人居于

一体的田园养生养老休闲农业区.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融合少数民族特色民居、民俗、农耕文

化、乡村美食,建设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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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业观光园、农耕文化园等
休闲农业景点的投资开发,盘活乡村休闲旅游
业发展潜能,全面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

四、提升乡村新型服务业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鼓励供销、邮政、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及企业等开展生产托管、统防统
治、烘干收储、技术培训等农业生产性服务.充
分利用乡村闲置农房、田园、湖泊、草地、林地资
源等,建设一批集产品认养、托管代种、农舍租
赁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共享农场.拓展
生活性服务业,改造提升餐饮住宿、商超零售等

乡村生活服务业,积极发展批发零售、养老护
幼、卫生保洁等乡村服务业.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构建农村购物网络平台,发展完善农村电商
末端网点.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引导各类
电商主体到乡村布局,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开设网
上直销店,以“直播＋网红＋电商”等形式开展
农产品线上展销.推广分享农业、众筹农业等
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汇集线上线
下资源,推动生产者、消费者、服务者多维度深
层次对接.

专栏１１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工程

　　１ 农产品加工园建设项目.依托现有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建设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园.
２ 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基地建设项目.改善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基础设施,提升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

和推广应用能力,“十四五”期间申报建设１—２个集成度高、系统化强、能应用、可复制的国家级农产品加工技术

集成科研基地.
３ 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投资补助项目.对云南省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食品加工企业,投

资重点产业,新建加工厂房及购置设备、技术改造等给予补助.
４“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项目.依托资源优势,选择主导产业,建设一批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

业态类型丰富、创新创业活跃、综合实力强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５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培育项目.培育一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打造一批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美

丽休闲乡村、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
６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继续创建一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先导区,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围绕挖掘优质农产品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

第九章　全面推进乡村建设

把乡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以点带

面、先易后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划先行、
标准支撑、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思路,以乡村

振兴“百千万”工程为示范引领,推动我省农村

面貌整体改观、整体提升,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与高原生态环境相包容、具有

边疆少数民族特色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一、分类推进村庄规划建设
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按照城郊融合、

集聚提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兴边固边等类

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

类,突出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谐统一的

乡村发展空间格局,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

特色风貌,推进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全覆盖.对

于布局分类不明晰的村庄,可暂不做分类,留出

足够的观察和论证时间.
(一)城郊融合型.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

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加快与城镇联动发展,推
进产业融合互补、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在形态上保留乡村风貌、治理上体现

城市水平,建设融合城乡优势的新型农村社区.
(二)集聚提升型.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

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精准分析资源承
载能力和比较优势,明确规模上限,适度聚集,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美化村容村貌,有序提
升人居环境,选准、激活、做强优势主导产业,构
建宜居宜业村寨.

(三)特色保护型.生态环境良好、自然风
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多样、乡土气
息浓厚、产业资源独特的村庄.统筹保护、利用
和发展的关系,注重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
和延续性,保护良好的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
保护承载特色格局风貌、自然景观,展现村寨特
色魅力,活态传承原住居民生活形态、宗教信
仰、人文风俗,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
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四)搬迁撤并型.从严掌握搬迁撤并型村
庄规模,严格控制在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
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地方病严重等地区的村
庄,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
口流失特别严重不具有保留价值的村庄.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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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撤并的,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科学论证、严
谨确定搬迁撤并方案,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坚持
搬迁撤并与生态移民搬迁、新型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相结合,依托交通沿线、小城镇、产业园区、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集聚区等适宜区域进行安
置,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做好搬
迁农民生活、生产保障等工作,避免出现新建孤
立的村落式移民社区,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强行
撤并村庄.

(五)兴边固边型.落实抵边布局,夯实守
边固边基础,严控抵边村庄和农村居民点搬迁
撤并,保证村寨规模.按照“兴边富民、守边固
边”要求,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生活环境品质,加
强内外经济联系,建设和谐稳定的宜居、宜业、
宜游边境乡村.

二、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在人口相对

集中的地区因地制宜推进规模化供水工程建
设,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开展城市管网向农村
延伸,同步统筹考虑消防管网建设.整县梯次
推进乡镇污水收集处理,将县辖区内乡镇污水
处理设施整体打包,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等模式,统一建设运营;优先在人口密度较大的

乡镇所在地建设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等设
施,提高乡镇污水处理水平.加快农村路网提
档升级,推进低等级公路升级改造,考虑满足消
防车最低通行等特殊要求,推进“农村公路＋产
业”融合发展建设,继续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
创建.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重点在农产
品种植、加工、乡村旅游等方面建成一批电气化
试点示范工程,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提
高农村供电服务水平、推广电能替代技术、推介
新型用电产品.补齐农村消防设施短板,推进
农村微型消防站、消防水源建设,配备必要的消
防装备器材,提升户内电气线路防火安全,强化
消防宣传,提高农村地区火灾防御能力.补齐
农村殡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农村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建设,推行节地生态葬式葬法,满足人
民群众殡葬需求.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
“智慧广电固边工程”,推进边境地区应急广播
体系建设,加快有线网络向村组延伸.推进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５G、物联网、地理信息、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全面
深度融合.深化农业农村大数据创新应用,推
广远程教育、远程医疗、金融服务进村等信息服
务.

专栏１２　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工程

　　１ 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建设１００个乡村振兴示范乡镇,１０００个精品示范村,１００００个美丽乡村,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业与全域旅游、大健康产业等深度融合发展.

２ 乡村振兴示范园创建项目.以农业产业为根、以田园风光为韵、以农耕文化为魂、集“一流产业基地＋乡
村旅游＋美丽乡村”为一体,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创建一批乡村振兴示范园(田园综合体).

３ 农村供水保障建设项目.开展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因地制宜推进规模供水
工程,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开展城市管网向农村延伸工程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全面实现农村自来水供水.

４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建设完善层次清晰、功能完备的农村公路网络,加快路网提档升级,推进低等级公
路升级改造,解决农村公路等级、路网不完善等问题.推进“农村公路＋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继续开展“四好农
村路”示范创建.

５ 农村电网建设项目.实施乡村电气化提升工程,重点在农产品种植、加工、乡村旅游等方面建成一批电
气化试点示范工程.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提高农村供电服务水平、推广电能替代技术、推动特色用能建
设、推介新型用电产品等.

６ 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分布式清洁能源网络,实施分布式能源系统示范项目.
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千村示范.启动农村燃气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清洁气体燃料利用规模.到２０２５年,农村天
然气基础设施覆盖面显著提高.

７ 农村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项目.优化重要节点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完善物流分拨中心、公共配送
中心和末端配送站点三级网络建设.支持农贸市场等传统流通网点改进提升现有设施设备,拓展配送等物流服
务功能.完善农村客货运服务网络,支持县级客运站和乡镇客运综合服务站建设和改造.

８ 农村消防设施建设项目.建立必要的小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等站点,建设安装必要的室外消防栓、消
防水池等消防设施,配置必要的消防装备器材,建设消防宣传阵地.

９ 农村新一代信息网络建设.重点支持边远地区新一代移动通信基站建设,改造提升乡镇及以下区域光
纤宽带渗透率和接入能力,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全省行政村固定宽带接入能力达５００Mbps.

１０ 农村殡葬基础设施.重点支持农村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实现农村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乡镇全覆盖.

　　三、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统筹布局县城、中心镇、行政村公共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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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加强乡镇公共服务

功能.合理布局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保留

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新建、改扩建必

要的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

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达到省定基本

办学标准.加大乡村学校教师培养和培训力

度,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和基础教育学

校校长职级制改革,定向培养省级公费师范生,
持续实施特岗计划,实施好国培计划和万名校

长培训计划,保障中小学教师待遇,全面实施

“云上学校”建设,加快推进建设以“一屏两机”
为核心的数字教室,支持农村中小学数字校园

建设.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提升乡镇卫

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建立

全面、完整、准确的社会保险基础数据库,积极

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参加职工社会保

险.加大农村敬老院投入并不断提升其服务质

量,建设符合农村特点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采取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大
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健全城乡均等的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拓
宽农民群众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

专栏１３　乡村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１ 乡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积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和基础教育学校校长

职级制改革,激发教师校长队伍活力,全面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质量.
２ 健康乡村行动.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继续实施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健康乡村建设,建成一批整洁有序、健康宜居的示范村镇.
３ 农村养老行动.统筹规划建设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加大资金投入,到２０２５年,农村普遍建立覆盖县、

乡镇、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６０％的乡镇有１所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养老机构(中心).
４ 全民参保行动.实现社会保险基础数据库动态更新.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和居住的农民为重点,鼓

励持续参保,积极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加大社会保障卡发放力度,不断提高乡村

持卡覆盖率.
５ 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有效整合各部门资源,对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等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就业

技能培训,每年培训２００万人次,确保各类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１次相应的职业培训.
６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行动.推进基层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就业服务全程信息

化,开展网上服务,进行劳动力资源动态监测.开展基层服务人员能力提升计划.

　　四、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农村卫生户

厕改造建设;在乡镇镇区公厕全覆盖的基础上,
逐步消除旱厕,改造建设水冲式厕所;推进人口

规模较大自然村卫生公厕、乡村旅游厕所改造

建设.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立并有效执

行村庄保洁制度,推行城乡一体化、镇村一体化

和就地就近治理模式.距离城市较近的村庄,
以配置垃圾车和建设垃圾中转站等收运设施为

主,收集的生活垃圾纳入城市终端处置设施,实
现无害化处理;距离城市较远的村庄,在配置收

运设施的基础上,建设片区终端处置设施,将邻

近村庄垃圾纳入治理;部分山区和边远村庄,因
地制宜就地就近治理.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以“减量化、生态化、资源化”为导向,优先治

理九大高原湖泊周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中心

村、旅游风景区等环境敏感区域村庄生活污水

问题.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为重点,实施控源

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工程,逐步消除农

村黑臭水体.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湖)长
制管理.整治村庄公共空间、庭院环境、各类架

空管线及农村户外广告“假乱俗”乱象,消除农

村私拉乱建、乱堆乱放、占用消防车道与疏散通

道等现象.大力开展村庄绿化行动,定期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积极探索农村“清洁车”改造工

程,集清洁、浇灌、灭火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一车

多用.建立健全有制度、有队伍、有经费的农村

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

专栏１４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１ 农村厕所革命项目.以偏远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为重点,稳步提高农村卫生户厕覆盖率.推广适宜的

改厕模式,规范改厕流程,统筹推进厕所粪污治理.“十四五”期间改造卫生户厕２５０万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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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推行城乡一体化、镇村一体化和就地就近治理３种模式,在进一步完善各乡镇

镇区和村组垃圾收运车辆、垃圾收集箱(房、桶)等收运设施的基础上,加快终端处置设施建设,提升生活垃圾处

理水平.建立并有效执行村庄保洁制度,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就近分类、源头减量试点,推动各地建立奖励引导机

制.
３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生态为主、经济适用、易于维护”的原则,遴选具有

区域代表性的村庄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带动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梯次推进,如期实现全省治理

目标.
４ 乡镇污水处理建设项目.因地制宜采取纳管和自建终端处置设施两种模式,优先在人口密度较大的乡

镇所在地,建设一批污水处理厂(站、一体化设施等)和配套管网等,提高乡镇生活污水处理水平.
５ 村容村貌整治项目.坚持“三清一改”,推动农村地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７个专项行动”和村庄清洁行

动,及时清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贴乱画,拆除残垣断壁.推出一批乡土特色突出,符合农民意愿,保护传承

和发扬建设并重,可复制可推广的绿化村庄试点.

　　五、加强农村生态保护与修复
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循环性原则,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农村地区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田园
生态系统.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序开展
污染地块类和农用地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
术应用试点.强化农村水环境治理,着力解决部
分农村水系紊乱、河塘淤积、水质恶化等问题,有
效提升农村水生态环境.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开
展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对保护区内
的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开展综合治理,提升饮用水
水源水质达标率.加快修复重要区域生态系统,
全面开展六大水系和牛栏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
系统划定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环境资源上线、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严格控制沿湖开发强
度,坚持“一湖一策”思路实施精准治理.坚持宜
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渔则渔,打造种
养结合、生态循环、环境优美的田园生态系统,修
复其自然生态系统和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
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加强外来
物种管控.严格工业和城镇污染处理、达标排
放,严禁未经达标处理的城镇污水和其他污染物
进入农业农村,强化经常性执法监管,推动环境
监测、执法向农村延伸.

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文

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为载体和平台,持续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教育,在乡村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全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建设,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大力弘扬时

代新风.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进学校、进家
庭,倡导乡村文明生活.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工
程,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加大传统村落民
居、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及
古树名木保护力度.推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覆盖行政村并向自然村延伸.推进省级广播电
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满足农村群众对本地
节目的需求.鼓励文艺工作者推出反映农民生
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
积极组织申报“群星奖”、“彩云奖”.充分运用
文化进万家、戏曲进乡村、“文化大篷车千乡万
里行”等平台载体,鼓励各级文艺组织深入农村
地区开展惠民演出活动.推动政府向社会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推动
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更
好的公共文化产品.

七、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培养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支持农业科研院
校、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
训,探索田间课堂、网络教室等培训形式,加大
农技人员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农村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优化农技推广人才队伍.重点扶持
培养一批乡村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
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化人才.鼓励社会人才投
身乡村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
家学者、医生教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
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行医办学、法律服务等
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因地制宜实施科技特
派员、特岗教师、西部志愿者、“三支一扶”、“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
行动.加快将“双创”支持政策措施向返乡下乡
人员创业创新拓展,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
方式予以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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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５　乡村文化和人才振兴行动

　　１ 农耕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行动.按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思路,充分挖掘和弘扬云南优秀传统

农耕文化,加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力度.
２ 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行动.传承农村文化,探索古村落、古民居利用新途径,使之有机更新,保持持

久的生命力,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３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示范行动.围绕乡村民间文化传统和独特文化资源,加强创意、设计与民族民间工艺

品生产的深度融合,建设一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工程.
４ 万名人才兴万村行动.组织１万名左右人才结对帮扶１万个行政村(含社区),助推全省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和组织全面振兴.
５ 乡村建设人才队伍培育行动.深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培育一批农村创新创业主体,遴选一批

农村创新创业导师,培育一批乡村企业家队伍.
６ 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每年选拔一批大学生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继续执行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

选聘知识青年担任产业发展指导员.

第十章　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
作用,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不断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增强基层工作活力和内生动力,全面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健全组织体系,推行“党支部＋”,实现党的

组织和工作在农村有效覆盖.加强农村新型经
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积极推行村党组
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加强
带头人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农村“领头雁”培养
工程,提升村干部专业化管理水平.加强乡镇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注重选拔党性原则
强、熟悉农村情况、擅抓党建又懂经济的乡镇干
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青年人才作
用,加大在优秀农村青年中发展党员、培养村级
后备力量力度.积极创新符合农村发展趋势的
党组织设置方式,理顺农村各类党组织隶属关
系,加强区域党建和领域党建融合互动,扎实推
进农村基层党建全领域建强、全区域提升.按
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活动便利原则,探索以
龙头企业带建、村企联建等方式联合建立区域
性党组织.加快推进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
与农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深度融合.

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完善农村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
度.创新村民议事形式,修改完善村规民约,深
化“四议两公开”民主议事制度执行,保障群众
决策权和知情权.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
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

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
协商格局.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实现村务事
项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公开.

(二)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深入推进“法律
进乡村”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引
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基层干部
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推进基层依法办事.
建立健全法治乡村建设指导标准,深入开展法
治县、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法治创建活动.

(三)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乡村熟
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居
民公约等,培养规则意识、契约精神、诚信观念,
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
持家.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村民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庭
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培育富有地方特色
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

三、夯实农村基层政权
科学设置乡镇机构,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

管理体制,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夯实乡村治
理基础.根据工作需要,整合基层审批、服务、
执法等方面力量,统筹机构编制资源,整合有关
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实行扁平化和网格化管
理.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
务、管理下放到基层.明确县、乡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进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推
进直接服务民生的公共事业部门改革,改进服
务方式,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推动乡镇政务服
务事项一窗式办理、部门信息系统一平台整合、
社会服务管理大数据一口径汇集,不断提高乡
村治理智能化水平.制定基层政府在村(社区)
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推进农村基层服务规范
化标准化.整合优化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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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充分运用“云岭先锋”综合服务平台,打造
“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
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深入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民”的“三变”改革,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经
营灵活、管理有效、运行稳健的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新格局,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完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稳定
投入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强村工
程.采取城市拉动、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
创收、入股合作等方式,鼓励支持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大力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支持有条件的村发展壮大新产业新业
态,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增加集体经济收入.鼓
励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探索利用集体耕地、
林地、“四荒地”、水面、滩涂等资源,开发现代农
业项目,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探索采
取公开招标、股份合作、使用权有偿转让、租赁
承包等方式,盘活集体经营性资产、闲置固定资
产、公益性资产,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建立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经营管理与监督分离的
制约机制,制定完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健
全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加快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设,规范集体资产管理.

专栏１６　乡村治理能力提升行动

　　１ 村级事务阳光行动.完善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实现公开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推广村级

事务“阳光公开”监管平台,支持建立“村民微信群”、“乡村公众号”等,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公开,加强群众对村级

权力有效监督.
２ 法治乡村建设行动.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实施农村“法律明

白人”培养工程,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
３ 道德模范引领行动.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

大力开展文明村镇、农村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农村道德模范、最美邻里、身边

好人、新时代好少年、寻找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
４ 平安乡村建设行动.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基础性制度、设施、平台建设.加强农村警

务工作,大力推行“一村一辅警”机制,扎实开展智慧农村警务室建设.推进农村地区技防系统建设,加强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
５ 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加强行动.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整合法学专家、律师、政法干警及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等资源,健全乡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建设,鼓励乡镇党

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村民委员会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进一

步加强村法律顾问工作.
６ 乡镇和村为农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基层延

伸,为农民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
７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工作领导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教育关爱,严厉打击拐卖、拐骗、虐待、遗弃等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
８ 村级集体经济强村行动.以县为单位,统筹整合项目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

各类要素投向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第十一章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
在农村.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使更多
农村居民勤劳致富,进城农民工稳定就业增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一、持续夯实经营性收入
提升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水平,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充分发挥经营性收入
的支柱作用.推进“一县一业”示范县、“一村一

品”专业村建设,做强特色现代种养业.引导农
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在有条件的乡镇建设加工园
区和物流节点,实现加工在乡镇、基地在村、增
收在户.依托田园风光等资源优势,推动农业
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业.引导仓储物流、设施租赁、市场营销、
信息咨询等领域市场主体将服务网点延伸到乡
村,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

二、努力扩大工资性收入
加快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和新型城镇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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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把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增长
点抓紧抓实.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就

业培训,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

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岗位和就业创业机会.大

力发展县域经济,支持适合当地就业需求的、符
合要求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和企业向中心镇转

移,发展中小微企业聚集区;在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提高农村剩

余劳动力就业承载力.制定分区域、差异化创

业创新扶持政策,支持农民返乡创业.用好东

西部合作机制,与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以

及重点企业搭建“点对点、一站式”信息对接服

务,落实各类农民工稳岗就业政策,扩大外出务

工规模.
三、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
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工商资本合作,

通过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整合土

地等资源性资产.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订单收

购、保底分红、二次返利、股份合作、吸纳就业、
村企对接等多种形式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支

持具备条件地区的农户自愿以实物、知识产权、
土地经营权、林权入股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或龙

头企业共同发展、增加收入.对各级财政支持

的设施农业、养殖、光伏、乡村旅游项目形成的

资产,能够明确到村组的移交给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经营管理,所得收益按章程分配农户使用.
健全完善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

制,让企业发展的过程成为带农增收、促进农民

共同富裕的过程.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让
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发

展、地方受益.
四、稳定提高转移性收入
继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

障领域.出台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

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确保强农惠农

富农的财政投入逐年稳中有升.完善惠农惠民

补贴“一卡通”平台,确保惠农补贴资金安全运

行、规范管理、及时兑现.落实好粮食生产发展

政策措施,提高种粮补贴标准和农民种粮收益.
整合涉农资金,探索建立普惠性农民补贴长效

机制.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各地因

地制宜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给予保险补贴.
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

第十二章　深化农村改革

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农村改革始终,以完

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破除体

制机制弊端,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
一、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承包经

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运用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审慎稳妥开展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试点工作,
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制定配套政策,稳定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给农民吃下长效“定心丸”.加快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引导健康规范发展,使之成为引领现代

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

服务体系,通过服务组织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
术、装备、设施导入小农户,实现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有机衔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创新农业经营组织

方式,推动承包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有序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丰富集

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

形式.建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
缩小土地征收范围,规范征地程序,维护被征地

农民和农民集体权益.建立健全省、州市、县三

级土地承包管理系统,加强农村承包地确权登

记数据信息化管理和综合应用.加强工商资本

租赁农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建立土

地流转审查监督机制.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严格落实“一户一宅”规定,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稳
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
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落
实落细农村宅基地联审联批机制,保障农民合

理建房需求.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建立公平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三、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以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成果为基础,

建立健全集体资产年度清查报告制度,加强集

体资产台账管理.规范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既
考虑集体长远发展,也防止成员权益受损,让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享改革成果.推动以县级为

重点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提升完善

农村各类产权交易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功

能,有效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信息集散、价格

发现、资本进退、资源配置和规范交易的功能,
实现交易的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县级人民政

府要制定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土地流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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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
范实施细则,指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签署规
范的出租(转包)、入股合同,做好合同备案工
作.保障农村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
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方面与男子享有平等权
益.

四、深化林业、供销、农垦等领域专项改革
推动农村改革提速、扩面、集成,着力增强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巩固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基础性地
位,培育壮大林业经营主体,推进集体林业适度
规模经营,激发林业创新发展活力;巩固提升国
有林场改革成果,推进国有林场和广大乡村实
现同步振兴.大力推进农垦改革.继续深化垦
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打通农村与农场的
政策障碍,将垦区农场纳入当地政府实施国家
强农惠农政策覆盖范围;创新垦区社会治理,加
强农垦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实现垦区内外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
将供销合作社系统打造成为同农民利益联结更
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运作更有效的
合作经营组织体系,成为推动全省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生力军和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

台.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节水激
励机制.

五、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强化制度供给,建立健全有利于城
乡要素合理配置的政策措施,打通城乡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双向流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实施
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政策.激励
城市人才入乡创业兴业,健全有利于各类人才
向乡镇流动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解决乡镇工
作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政策措施,科学配置
和整合县域内义务教育资源,完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绩效分配政策,完善省级医院与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合作帮扶机制,积极推动开展巡回
医疗、远程医疗服务.统筹城乡社会救助服务,
积极推进城乡低保统筹发展.建立健全有利于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城
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机制,深化城乡基础设
施一体化建设和管护机制.

专栏１７　农村改革行动

　　１ 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行动.建设一批围绕农村改革试验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农村产

权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

主管理制度等六大制度建设,承担有关改革试验任务,以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２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行动.统筹推进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土地、财政等有关领域制度改革,

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制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奖励资金政策,促进城镇化提质增效,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３ 土地流转平台建设行动.建设一批县级土地流转平台,盘活土地资源,推进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

经营权分置并行,实现土地资源流转信息化、便捷化.
４ 农村承包地日常管理服务行动.做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收尾工作,巩固拓展确权登记颁证成果,

加快建立健全农村承包地日常管理服务机制,增加管理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第十三章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坚决守住规模性返贫底线,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一、推进任务衔接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纳入乡村振

兴战略体系统筹推进,分类有序推进脱贫地区
发展,实现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大
力宣传推广“政府救助平台”,对存在返贫风险

的脱贫不稳定户、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易致贫
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
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采
取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方式,强化动态监测帮
扶,重点监测其收入支出状况、“两不愁三保障”
以及饮水安全状况,做到动态监测、动态帮扶、
动态清零.推进“双绑”利益联结机制、股份合
作机制、扶志扶智长效机制等“三机制”落实落
地.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注
重产业长期培育和扶持,以脱贫县为单位规划
发展特色产业,实施特色种养业行动.促进脱
贫人口劳动力稳定就业,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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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脱贫人口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完善后续扶持政

策体系,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

致富.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分
类摸清各类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底数,分类明

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保障集体和农民的

合法权益.持续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二、推进政策衔接
脱贫攻坚５年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和政策连

续性.按照接续保留巩固、完善供给方式、拓展

惠及对象的思路,分类做好政策统筹衔接,健全

和完善更具“普惠性”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保

持兜底救助类政策稳定,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不出问题.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强
化脱贫地区财政保障,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
财政整合涉农资金优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其中不低于５０％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支

持脱贫地区在农村人居环境、小型水利、乡村道

路、农田整治、水土保持、产业园区、林业草原基

础设施等涉农项目建设和管护方面,广泛采取以

工代赈方式.延续支持扶贫车间优惠政策.做

好金融服务政策衔接,继续发挥再贷款作用,现
有再贷款帮扶政策在展期内保持不变.进一步

完善针对脱贫人口的小额信贷政策.做好土地

支持政策衔接,过渡期内专项安排脱贫县年度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继续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延续脱贫攻坚期

间各项人才智力支持政策.
三、推进机制衔接
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构建责任清晰、各负其责、执行有力

的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层层压实责任.落实中

央关于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纳入市

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实绩

考核范围的要求,科学设置考核指标,提高考核

质量,强化考核成果运用.完善行业部门乡村

振兴考核评价制度,将行业部门帮扶情况纳入

考核范围,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考核评价

体系.强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责任,继续深化

东西部协作,发挥沪滇对口帮扶协作和定点帮

扶单位作用,推进民营企业“万企兴万村”.衔

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扶贫工作队伍有序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加强基层工

作力量.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
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决策议事协调工作机制,定期研究

部署,推动工作落实.

第十四章　环境影响分析

一、有利环境因素分析
(一)我省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具有独特的优

势.我省气候类型多样,适宜多种生物生长,为
特色农业发展提供宝贵的物种和遗传资源;地
处内陆低纬高原,属我国光辐射资源较高区域,
大部分地区光热辐射量比东部同纬度地区高

３０％,有利于植物光合产物的积累和优质绿色

产品的发展;地处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
江和伊洛瓦底江等六大水系的源头或上游,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全国人均水平的２５倍,
平均每公顷耕地分摊水量２５５万立方米,约为

全国平均值的３倍.
(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利于我省

生态环境保护.茶叶、花卉、水果、坚果、蔬菜、
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超过１亿亩,形
成巨大的天然碳汇库,发挥重大生态功能;农田

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改善水资源时空分布,
有利于动植物生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绿

色发展的推进,对农业面源污染、农村垃圾、污
水治理等起到积极作用.

二、不良环境影响分析
农药、化肥、地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会带

来一定程度的农业面源污染.农产品加工会产

生“三废”排放,会对实施地的水质、土壤、空气

产生局部污染.筑坝、排水、疏通河流、取水等

农田水利工程以及产业路建设,会带来部分地

区的径流减少、土壤侵蚀,造成局部地表水和地

下水流量及方向变化、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等影

响.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期产生的工程占地、
施工和弃渣将占用土地资源,会破坏地表植被,
产生水土流失,并对自然景观产生一定影响.
外来物种的引进和培育,会改变原有的动植物

结构,影响珍稀动植物保护.
三、消除环境影响措施
坚持“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

则渔”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划及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查制度.加强工程项目实

施后可能影响的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和重要目

标监测与保护,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加强农田

环境质量监测.加强重点工程项目实施的环境

风险评价与管理,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环境风

险问题,制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应急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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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尽可能采用多支砌、少开挖
的建设方案,开挖的土石方进行多点堆放、分散
处理,尽量减少对生态的压力.营造水源涵养
林和水土保持林.草原放牧实行以草定畜和轮
牧、休牧制度,水资源缺乏地区不得漫灌,鼓励
发展设施农业.推广成熟的化肥农药施用技
术,提高化肥农药的使用效率,减少和消除农残
影响及环境污染.

第十五章　保障措施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明确政府主体责任,把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强化政策保障,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
动规划顺利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特

别是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
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各州、市、
县、区建立由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农业农村部门
牵头推进的规划落实机制,加强规划落实情况
的跟踪调度和督导检查,将重点工作落实进展
纳入年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重要内
容,确保各项发展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二、加大财政投入
完善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明确和

强化政府“三农”投入责任,坚持把农业农村作
为一般公共预算的优先保障领域,新增财力重
点向“三农”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目标任务相适应.坚持规划引领,优
化财政支农投入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
例,到“十四五”末全省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的比例达到１０％以上.

三、加大金融支持
健全符合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和特点的农村

金融体系,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
置到农业农村领域.加快农业农村金融产品创
新,积极拓宽农业农村抵质押物范围.支持基
础较好的涉农银行机构借助互联网等新技术手
段创新信贷模式、服务模式,扩大“一部手机云
企贷”试点范围.鼓励各级政府建立农业产业
发展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
机构服务“三农”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普惠性涉
农贷款增速总体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四、完善保险体系
按照扩面、增品、提标的要求,完善农业保

险政策.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

推动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协同发展.积极
争取开展水稻、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
保险试点,鼓励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地方优
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
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逐步提高地方特色
险种占农业保险比重.

五、强化用地保障
完善农村新增用地保障机制,优化城乡建

设用地布局,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清单的,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应保尽保,其他项
目所需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从各地处置存量
土地核算的指标中优先安排.优先保障对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和农产品冷链、初加工、烘
干、仓储、机库等设施建设用地.将农业种植养
殖配建的保鲜冷藏、晾晒存贮、农机库房、分拣
包装、废弃物处理、管理看护房等辅助设施用地
纳入农用地管理,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
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政策体系,明确用地类
型和供地方式,实行分类管理.

六、加强法治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农业农村工作,

严格执行涉农法律法规,在规划编制、项目安
排、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高规范化、制
度化、法治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法规
制度建设,抓紧修改国家土地承包法云南省实
施办法、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云南省动物防
疫条例,充分发挥立法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加强农业农村执法普法
工作,深入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改革,组织开展覆
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的特色普法活动.

七、凝聚各方力量
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加强组织动员,构建政

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参与机制.广泛宣传党的“三农”政策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目标、任务和重点,调动广大干部
群众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真正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为
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强化智力支撑,建立全省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智
库加强理论研究.

八、严格评估考核
建立农业农村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对各地实施情况的调度监测.建立规划实
施第三方评估机制,适时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
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内外市场形
势,调整完善规划有关内容.将规划实施情况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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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２２〕２４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云南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０日

(本文有删减)

云南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目　录

第一章　开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一、发展基础

二、面临形势

三、总体要求

四、发展目标

第二章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一、优化全省制造业整体布局

二、强化各州、市产业发展定位

三、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

四、高质量构建开放合作平台

五、高水平承接国内产业转移

第三章　着力构建云南现代制造业体系

一、持续壮大支柱产业

二、优化升级传统产业

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四、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第四章　全力支撑打造“三张牌”
一、全力支撑打造“绿色能源牌”
二、全力支撑打造“绿色食品牌”
三、全力支撑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
第五章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一、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二、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三、全链条打造特色优势产业

四、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五、加快实施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

六、努力提升云南制造品牌影响力

七、不断扩大开放合作水平与成效

第六章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一、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强化要素支撑保障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五、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附件１专项工程责任分工

附件２环境影响评价说明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壮大实

体经济、构筑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也是云

南强省之基、兴省之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
主动应对内外部形势变化、加快提升区域经济

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是全面建设产业强省的关

键支撑,是推动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重中之重.
为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云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编制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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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本规划主要

阐明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

“十四五”时期云南省制造业的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和重要举措,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

期指导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实

施蓝图,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和编制有关规划

的重要依据.

第一章　开启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

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紧紧围绕跨越式发展要求,
突出开放型、创新型和绿色化、信息化、高端化

发展方向,聚力打造八大重点产业和“三张牌”,
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转型升级,全
省制造业规模总量不断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为“十四五”
时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取得成效

１规模总量持续增长.全省工业经济持

续增长,全部工业增加值从２０１５年的４０４４５４
亿元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５４５７９６亿元,工业增加

值总量全国排名从第２３位上升至第１９位.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７８％,位列

全国第一梯队,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从“十二五”
末的 ２９１９８１ 亿 元 增 长 至 “十 三 五”末 的

４０１２９１亿元,年均增速达到６６％.规模以上

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从“十二五”末的７８９９４２亿

元增长至“十三五”末的１１８１６９０亿元,年均增

速达到８４％.
２综合效益日益向好.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从“十二五”末的９８２９６９亿元

增长至“十三五”末的１４５４８８０亿元,年均增长

８２％,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十二五”末的７７２２７５亿元增长至“十三五”末
的１１８３６６５亿元,年均增长８９％.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利润总额从“十二五”末的４６５５３亿

元增长至“十三五”末的１００５４４亿元,年均增

长１６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利润总额从

“十二五”末的３２２９１亿元增长至“十三五”末

的８２０８６亿元,年均增长２０５％.规模以上

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十二五”末的４１９６
万元/人增长至“十三五”末的６６７３万元/人,
年均增长９７％.规模以上制造业亏损企业亏

损总额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１１０３亿元下降至２０２０
年的８９２８亿元,亏损企业数量占比下降４７
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及亏损总额逐渐收窄.

３工业结构更趋优化.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中,三大工业门类比由“十二五”末的

８１∶７７８∶１４１调整为“十三五”末的６５∶８０５∶１３０,
制造业占比提高２７个百分点.非烟制造业增

加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从５４２％
提高到６３５％,占比明显提高.石油化工产业

取得突破,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建成投产,填补

省内成品油生产空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产业规模大幅增长,智能终端、平板电脑、
柔性显示器、机器人等实现“云南造”,航天科

工、浪潮等国产计算机相继在云南下线,国产计

算机总产能突破百万台.装备制造业快速发

展,新能源乘用车实现“从无到有”的标志性突

破.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增长,疫苗批签量达到

全国的１５％,位居全国第一,现代中药及化学

药领域涌现出一批国内市场占有率前三位的产

品.绿色制造取得积极进展,绿色铝、绿色硅工

业总产值突破９００亿元,逐步成为云南制造新

优势.
４园区实力稳步提升.全省新增国家级

高新区１个、省级高新区１３个,累计建成国家

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９个,省级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２１个.全省１５８个开发区

优化提升为６４个,其中,国家级开发区１６个,
省级开发区４８个.全省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

入从“十二五”末的９０７８４３亿元增长至“十三

五”末的１７９６１３１亿元,年均增长 １１％.其

中,五华科技产业园、安宁产业园区等５个园区

突破１０００亿元,昆明高新区、昆明经开区突破

２０００亿元.
５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省规模以上制

造业企业中建有研发机构企业数量、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高技术制

造业工业总产值,分别从２０１６年的４６２家、３４３
家、１６４５８１亿元、４６５０３亿元,增至２０２０年的

５３９家、５４０家、２５８７７１亿元、１００８８６亿元,年
均增速分别达到 ３９％、１２％、１２％、２１４％.
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省建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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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２０个,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１２３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４个,省
级重点实验室１０５个、国家重点试验室６个,省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４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３５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５家,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３家.云内动力柴油

机缸体缸盖智能制造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国工业

大奖,中国铁建高新装备“TX—１００铁路道床

吸污车”荣获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优秀工业设计

奖金奖.
６智能制造深入推进.全省以“两化”融

合(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贯标、智能制造、服务

型制造等国家级、省级试点示范项目为引领,推
动制造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取得成效.全省

参与“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的企业从

７５家增至２６２９家,排名从全国第３１位跃至第

１６位.全省制造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

到４０８％,实现网络化协同制造的企业比例达

到７７％,智能制造就绪率达到４９％,企业智

能融合发展步伐逐步加快.昆钢全流程智能化

炼钢、龙津药业注射用冻干粉针剂智能工厂建

设等７３个项目取得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认定,云内动力柴油机缸体缸盖智能制造、昆
药集团天然植物药提取智能制造等项目取得国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认定.
７绿色集约成效显现.全省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累计下降１３％,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较２０１５年下降５４５％.培育形成云南省清

洁生产合格企业６６家,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设

计产品４２个、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３家、绿色

工厂２５家、绿色园区５个;神威施普瑞等５家

企业取得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支持,驰
宏锌锗等１０家企业入选全国重点用能行业能

效“领跑者”企业名单.昆明经开区列入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安宁、东川、兰坪、个旧列入国

家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以水电、
风电、太阳能等为主的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全省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达到８４％、绿色

发电量占比达到９２％、清洁能源交易电量占比

达到９７％、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４６％,４
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二)存在问题

“十三五”以来,全省制造业发展虽然取得

较大成效,但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仍然有不小

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５个方面.

１规模体量小.工业经济总量处于全国中

下游水平,整体规模偏小.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偏低且逐年下滑,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７％
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２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１０
个百分点,低于江苏省１４４个百分点,低于广东

省１２８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１３％降至２０２０年的

１６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仅有４４４７家,
位列全国第２１位,约为浙江省的９５４％、福建省

的２３９１％、湖南省的２５３４％,较重庆市少２３９２
家,较贵州省少３４４家.工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

日渐弱化,做大规模总量迫在眉睫.
２产业层级低.制造业仍以资源型传统

产业为主,烟草、有色金属、食品、钢铁、建材五

大传统产业工业总产值占比６５９３％,新材料、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

虽然较快,但占比仅有１５％左右,对制造业增

长尚未形成有力支撑.除烟草制品业形成完整

产业链条外,其他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产业链上

游粗加工环节,资源依附型、原料输出型的发展

模式仍未根本改变,产业层次低、精深加工能力

不足、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仍然突出.
３创新能力弱.制造业科技活动主要指

标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２８５％、有研发机构的

企业 占 比 １２３％、企 业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强 度

０９１％,分 别 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５７、１２９、
０４１个百分点.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中,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平均值４５５
项、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平均值０１亿元、新产

品销售收入平均值０７６亿元,分别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８７６％、７５１％、４６１％.规模以上制

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发明专利数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１２件的４８５％.企业科技创新内

生动力不够,人才资源不足,研发投入和成果转

化水平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
４集聚水平不高.制造业整体功能布局

不尽合理,园区承载能力不足,专业化集聚水平

不高,集群化进程缓慢,营业收入超千亿元园区

数量不多,“小散弱”问题仍然突出.园区管理

体制机制不畅,投融资模式单一,管理运营水平

不高.园区之间缺乏错位发展和协调联动机

制,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园区内龙头企业数

量少、规模小、带动作用不明显,企业间分工协

作不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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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发展环境有待优化.营商环境竞争优

势不足,在软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

存在明显差距.民营经济支撑不足,全省常住

人口每千人拥有企业数、民营制造业占规模以

上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等指标较全国平均水

平存在明显差距.融资渠道单一,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仍然突出.物流运输成本高,货
物运输环节的物流成本明显高于内陆平原地

区.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基础薄弱.
二、面临形势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制造业发展仍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了新

的发展和变化.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

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

新特征新要求,增强“窗口期”意识,保持战略定

力,奋发有为办好自己的事,以确定性措施应对

不确定性形势,善于化危为机,在危机中育先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贸易和投资

规则面临重塑,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不稳定

性增加;贸易和技术交流受限,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性风险加大;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

东南亚国家中低端制造分流加剧,给国内制造

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

主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带动全球

产业组织变革和国内外产业梯次转移不断加

速,为云南制造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不仅如此,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

构,为云南制造业发展带来难得的时间窗口.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由

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市场空间

广阔,发展韧性强劲,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持续优化和提升

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产业结构、商品结构、贸易

方式、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基点和重要支撑,将
为云南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同时,全国

各地对发展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周边

省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我省承接国内外产

业转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较大的

竞争压力.
从省内形势看.全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发展势头,在西部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

提升,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全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物流枢纽体系、能
源网络、信息网络等建设加快推进,为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省委、省政府关于

建设产业强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产业

链重塑卷烟工业和有色金属产业新优势,打造

中国绿色铝谷、光伏之都等系列安排部署,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构建现代

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撑打造“三张牌”为主要方

向,以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为核心,着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大力提升创新

能力,全链条打造特色产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加快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努力提升云南

制造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开放合作水平和

成效,持续推进支柱产业“强链”提升、传统产业

“延链”突破、新兴产业“补链”发展、前沿产业

“建链”融合,加快形成特色鲜明、技术先进、绿
色安全、动态迭代的现代产业体系,聚力打造百

亿级龙头企业引领、千亿级主导产业带动、万亿

级规模总量支撑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不断提

升云南制造业在“大循环、双循环”中的嵌入度、
贡献度和价值链地位,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发展.突出规划

引领重要性,加强顶层设计前瞻性、科学性、可
操作性.以规划引领区域协同发展,推动各地

制造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享共赢.以规划

引领产业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前沿产业协调发展.以规

划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加快形成全省制造业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的发展格局.
———坚持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

完善创新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
金链、政策链深度融合,以更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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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体制机制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着力推进

军民融合,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

活力.着力推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深化制造

业与互联网、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着力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
———坚持重点发力、集群发展.坚持以产

业园区为载体,推动各地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加
快形成主业突出、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坚持以产业链为纽带,推进重点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配套协作、互惠共生,加快形成根植于地方

特色的产业集群.坚持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

核心,加快培育产业竞争实力突出、协同创新能

力强、开放包容程度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进

制造业集群.
———坚持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深入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完善源头

防控机制,筑牢生态环保底线.深入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严控高耗能、
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行业产能总量,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全面

推行清洁生产,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加快传统产

业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推动创建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

企业和绿色产品,推动绿色制造与绿色能源深

度融合,打造绿色制造标杆.
———坚持内外联动、开放发展.坚持引进

来与走出去并重,高水平承接中东部地区产业

转移,积极吸引发达省份与周边国家生产要素

在我省集聚,推动我省成为强大国内市场与南

亚东南亚国际市场间战略纽带.不断拓宽我省

制造业内联外通的渠道,着力打通堵点、痛点和

难点,努力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高层次推

进产能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支持企业走出去,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分工.

四、发展目标

(一)“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整体优化,开
发区优化提升和产业集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取得积

极进展,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创新能力、企业实

力、绿色发展取得较大进步,区域间优势互补、

合作互促、联动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基本建

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先

进制造业高地.
———产业规模实现新跨越.到２０２５年,力

争全省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３０％,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超过２００００
亿元.打造形成有色金属１个４千亿级,绿色

食品加工、绿色化工、绿色钢铁３个３千亿级,
烟草、电子信息制造、绿色建材３个２千亿级,
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消费品

４个１千亿级特色产业.
———质量效益取得新跃升.全省制造业调

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取得明显成效,质量效益

不断提升.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规模以上制造

业工业总产值中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比

达到１２％,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

３０％.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达到

７２％,规模以上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８０万元/人,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１０％.
———创新能力实现新突破.制造业创新体

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企业技术创新、数字转型

和智能升级不断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取得明显成效.到２０２５年,力争

全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建有研发机构

的企业占比达到５０％,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到

２５％,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１５％,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达

到０６件,智能制造就绪率达到１０％.
———企业培育获得新成效.制造业优质企

业培育取得明显成效,涌现一批综合效益好、创
新能力强、带动作用强的领军企业.到２０２５
年,力争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７５００家,
全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６５００家.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亿元企业达到１５００
家,超过１０亿元企业达到２６０家,超过百亿元

企业达到３０家,培育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全省制造业资源能源

利用水平迈上新台阶.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取

得省级及以上部门认定的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分别达到２００家、５０个,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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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到２０３５年,全省制造业发展达到全国中等

水平,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在２０２５年基础上翻一

番,全面建成现代制造业体系,全面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全面融入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

先进制造业高地.

———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省各地培

育形成大量市场前景好、成长活力足、创新能力

强、制造水平高的中小企业和一大批主营业务

收入过１０亿元的工业企业,持续涌现一批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国工业质量标杆

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百亿级标志性企

业.企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普遍完成,绿色集

约安全体系全面形成,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实

现全面提升.

———重点产业发展取得较大成效.围绕绿

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

先进装备制造、绿色化工、绿色建材、特色消费

品等重点产业,打造形成一批产业竞争力突出、

协同创新能力强、开放包容程度高、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全省现代化经济

体系重要支柱.

———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水平大幅提升.

围绕全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领域,培育形成一大

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建成多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新型

研发机构,形成一大批省级、国家级研发平台,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制造业技术创新

与成果转化能力达到全国中等水平,位列西部

前５位.

第二章 　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

紧紧围绕全省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国

际交通枢纽、国际数字枢纽、国际能源枢纽、国

际物流枢纽、高质量开放合作平台、全方位交流

合作机制,努力成为强大国内市场与南亚东南

亚国际市场间战略纽带的规划部署,找准切入

点和突破口,优化全省制造业整体布局,强化各

州、市产业定位,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高质

量构建开放合作平台,高水平承接国内产业转

移,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一、优化全省制造业整体布局

紧扣“滇中崛起、沿边开放、滇东北开发、滇

西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发展布局,按照“一核、一

圈、一带、多点”的产业园区空间规划,立足区位

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滇中地区为高质量

发展引领区、沿边地区为开放合作示范区、滇西

和滇东北地区为联动发展承载区,优化全省制造

业整体功能布局,推动区域合作互助、协同创新、

共享共赢,促进产业互联、业务互通、配套成链.

(一)着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充分发挥滇中地区对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带动作用,以滇中城市群园区为载体,以培育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创新

高地为核心,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为抓手,以产业集群化、产城一体化为

着力点,以新兴产业群崛起为关键,重点发展新

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

绿色食品加工、烟草、有色金属、绿色钢铁等产

业,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着力推进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努力提升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打造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带动全省产业向价值链

中高端跃升.到２０２５年,力争滇中地区制造业

工业总产值突破 １６０００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１３９％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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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２－１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整体功能布局示意图

　　(二)加快构建沿边开发开放示范区

充分发挥沿边地区优势,以沿边州、市的自

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

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为引领,以经开区、产
业园区等为支撑,以加快构建畅通强大国内市

场与南亚东南亚国际市场的合作平台和战略纽

带为核心,以积极吸引发达省份和周边国家生

产要素集聚发展为突破口,着力构建沿边开发

开放示范区.与滇中地区协同,重点发展绿色

硅、绿色铝、绿色食品加工、特色消费品、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制造、绿色建材等产业.重点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及国内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
新型建材、五金机电等特色产品专业市场、边境

贸易采购中心和集散中心,大力发展进出口加

工、跨境贸易、跨境物流、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

业,不断提升“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水

平.努力将沿边地区建设成为我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合作的核心纽

带和重要节点.到２０２５年,力争沿边开发开放

示范区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突破２８００亿元,年均

增速达到１３５％以上.
(三)加快建设制造业联动发展承载区

以昭通市、大理州工业基础较好的开发区

为引领,丽江市、迪庆州的开发区为重点,建设

全省制造业联动发展承载区.充分发挥滇东北

地区地处滇川黔交界、长江经济带上游、陆海新

通道和紧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位优势,
以昭阳经开区、水富经开区和鲁甸产业园区为

重点,布局发展绿色硅、绿色铝、绿色化工、绿色

建材、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主动服务和融入长

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

“滇东北开发”重要支撑.充分发挥滇西地区地

处滇缅、滇川、滇藏通道,区位优势突出,生态环

境优美,生物资源、水电资源、旅游资源、民族文

化资源丰富等优势,以大理、祥云经开区和洱

源、鹤庆、弥渡、华坪、香格里拉产业园区等为重

点,布局发展绿色硅、绿色食品加工、旅游及特

色消费品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有色

金属、新材料等产业,成为“滇西一体化”重要支

撑.到２０２５年,力争联动发展承载区制造业工

业总产值突破１２００亿元,年均增速达到１３％
以上.

二、强化各州、市产业发展定位

围绕全省制造业整体功能布局,进一步强

化各州、市产业定位,推动全省各地各部门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引导各州、市聚焦主责主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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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担当作为,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产业发展定

位

昆明市.重点发展以有色金属新材料、稀
贵金属新材料、光电子微电子及半导体新材料、
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材料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产

业,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生物

医药、生命科学、新一代营养及保健食品产业,
打造“国际医疗健康城”;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推
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速发展,实现“换道超车”;
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全省高端装备

制造核心区;加快推进食品、有色金属、钢铁、化
工、建材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总部经

济,加快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形成服务全省制造

业区域创新体系.将昆明市打造成为全省制造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高地、云南经济社会

发展排头兵和火车头,形成“滇中崛起”和辐射

带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７３００
亿元.

曲靖市.重点发展以绿色硅精深加工、绿
色铝精深加工、新能源材料精深加工、稀贵金属

精深加工和液态金属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
新能源电池、汽车轮毂、农机装备等为代表的先

进装备制造业,以食用植物油、特色肉制品、酿
酒、果蔬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新型

煤化工、硅化工为代表的绿色化工产业.加快

推动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绿

色转型,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将曲靖市打

造成为国内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高端绿色

食品产业基地、区域性现代制造业中心和名副

其实的云南副中心城市.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

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２５００亿元.
玉溪市.重点发展烟草及配套产业,以新

型疫苗、现代中药及民族药等为代表的生物医

药产业,以高档数控机床、高端铸造、高原电力

装备为代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以粮油、果蔬、
食用菌、水产品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加快发展以新型显示器件、智能消费电子产品

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以新能源材料为

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加快钢铁、有色金属、建
材、化工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加大淘汰落后产

能力度.将玉溪市打造成为国内烟草及配套产

业重要聚集地、全省先进制造基地、生物医药高

地、滇中崛起增长极和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
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２３００亿元.
楚雄州.重点发展以绿色硅精深加工、钛

基金属新材料、先进钒钛钢铁材料深加工等为

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现代中药及民族药等为

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核桃、野生菌、冬早蔬

菜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

业,以高档数控机床为代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
加快推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将楚雄

州打造成为国内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绿色

能源与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一流的

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基地、滇中崛起增长极.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２０００
亿元.

红河州.重点发展以有色金属材料、半导

体材料为核心的新材料产业,以电子元器件及

智能消费电子产品为核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以新型煤化工为代表的绿色化工产业,以肉制

品、蔬菜、豆制品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

业,以新型中药饮片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
加快有色金属、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

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发展外向型加工制造业,
成为泛亚铁路东线重要的进出口加工基地.将

红河州打造成为全省有色金属全产业链示范

区、高水平滇南中心城市和沿边开放示范区.
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２０００亿元.
(二)沿边开发开放示范区产业发展定位

保山市.重点发展以绿色硅精深加工等为

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精制茶、核桃、果蔬等为

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现代中药及民族

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珠宝玉器等工艺

品为代表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加快钢铁、化
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将保山市

打造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硅精深加工基地、绿
色食品加工基地、“三张牌”示范区.到２０２５
年,力争全市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０００亿

元.
文山州.重点发展以绿色铝精深加工、铟

基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特色农产品、制
糖、水产品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三

七等现代中药及民族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

业,以智能消费电子产品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制

造业.加快发展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特色消费

品制造业,加快推动建材、钢铁、化工等传统产

业绿色转型.将文山州打造成为全省“三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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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中国绿色铝谷核心区、世界“三七之

都”.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达到６００亿元.
临沧市.重点发展以制糖、精制茶、坚果、

酿酒、咖啡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橡

胶制品、木制品、造纸等为代表的特色消费品制

造业.加快发展以锗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
新型中药饮片、医疗器械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

业,以进口农产品加工、出口装备制造等为代表

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推动有色金属、建材等

传统产业加快绿色转型升级.将临沧市打造成

为全省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国家可持续发展示

范区.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达到４００亿元.
德宏州.重点发展以制糖、咖啡、粮油、肉

制品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纺织服装、
珠宝玉器、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木制品等为代

表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以摩托车等为代表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现代中药及民族

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智能消费电子产

品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以纺织服装、五金

机电、新型建材等为代表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
加快有色金属、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将

德宏州打造成为全省绿色食品加工基地、沿边

开放示范区.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

总产值达到３００亿元.
普洱市.重点发展以精制茶、制糖、咖啡为

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橡胶制品、木制

品、造纸等为代表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积极

发展以现代中药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加快

推动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将普洱

市打造成为全省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建设绿色

经济试验示范区.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制造业

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６０亿元.
西双版纳州.重点发展以精制茶、制糖、果

蔬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橡胶制品、
木制品等为代表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以现代

中药及民族药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进口

农产品加工、日用消费品制造等为代表的外向

型加工制造业.加快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转

型.将西双版纳州打造成为全省绿色食品加工

基地、天然橡胶全产业链基地、沿边开放示范

区.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

到１５０亿元.
怒江州.重点发展以天然食用香料、木本

油料、特色果蔬、特色畜禽为重点的绿色食品加

工产业,以新型中药饮片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

业,以新型墙体材料等为代表的绿色建材产业.
加快发展以旅游纪念品、纺织服装及皮革制品、
林产品加工等为代表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有

序发展以铅、锌、锡、钨、银、锑等高纯金属制造

为核心的新材料产业.将怒江州打造成为全省

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
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５０亿元.
(三)制造业联动发展承载区产业发展定位

大理州.重点发展以乳制品、坚果、果蔬、
酿酒、饮料和精制茶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

产业,以工艺美术品、纺织服装等为代表的特色

消费品制造业.加快发展以现代中药及民族药

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先进金属制品、汽车

零部件、农机装备、节能环保装备等为代表的先

进装备制造业.有序发展以绿色铝精深加工,
以及铅、锌、铜、金、银、钯等金属再生及精深加

工为代表的有色金属产业.加快有色金属、建
材、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加大淘汰

落后产能力度.将大理州打造成为世界级绿色

食品产业基地、“绿色食品牌”示范区.到２０２５
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７００亿元.

昭通市.重点发展以绿色铝、绿色硅精深

加工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苹果、天麻、肉制

品等特色农产品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以精细化工、硅化工为代表的绿色化工产业.
加快发展以石墨烯基新材料为代表的前沿材料

产业,以天麻等新型中药饮片为代表的生物医

药产业.加快推动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传统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将昭通市打造成为全省绿

色食品加工基地、绿色化工产业基地、滇东北开

发开放新高地.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制造业工

业总产值达到５００亿元.
丽江市.重点发展以绿色硅精深加工为代

表的新材料产业,以木本油料、食用菌、肉制品

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以新型墙体材

料为代表的绿色建材产业.加快发展以民族民

间工艺美术品等为代表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
以新型中药饮片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将丽

江市打造成为全省绿色食品加工基地、风光水

储一体化绿色能源基地.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市

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２００亿元.
迪庆州.重点发展以特色畜禽、乳制品、木

本油料、食用菌、酿酒等为代表的绿色食品加工

产业,以新型中药饮片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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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以新型墙体材料为代表的绿色建材产

业,以铍、钨、钼、锑等高纯材料精深加工为主的

新材料产业,以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等为代表

的特色消费品制造业.将迪庆州打造成为全省

绿色食品加工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

杆.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州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

到５０亿元.
三、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

紧扣全省制造业整体布局和各州、市产业

发展定位,推动园区优化提升和提质增效,着力

优化园区产业布局、完善园区管理机制、提升园

区功能配套、加强园区创新载体建设、推动园区

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
(一)优化园区产业布局

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产业规划,推动各

地制造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享共赢.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围绕“一核、一圈、一带、多
点”产业园区空间规划,紧扣各州、市产业发展

定位,建立健全以园区发展规划为统领,国土空

间规划为基础,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规划、
投融资方案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为支撑的

“１＋１＋N”的开发区规划体系,指导园区特色

化、差异化发展.坚持“一以贯之抓落实”,以园

区为载体,以产业链为纽带,以培育优势产业集

群为方向,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深入推进园区

产业布局优化提升,加快构建主业突出、特色鲜

明、集聚效应明显、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园区发展

格局.到２０２５年,力争打造形成营业收入超

１０００亿元园区１２个、超２０００亿元园区５个、
超５０００亿元园区２个.

(二)完善园区管理机制

以提升园区的综合效能为核心,以健全园

区管理机制、创新园区运营模式、完善园区监测

考核体系为主线,推进园区管理机制提升,推动

各部门分工合作、高效协同.探索园区多元化

开发模式,创新园区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园区建设和公共服务.建立完善全省统一

的园区统计体系和报送制度,加强园区产业发

展情况监测分析,加强园区的分类考核评价与

动态管理.
(三)提升园区功能配套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超前的原

则,统筹园区与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

建与园区产业发展适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支撑体系.加快推进数字园区建设,支持

园区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打造５G精品示范网络

和“５G＋”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园区骨干通信网

络、数据中心、计算平台等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水

平提升.加快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加强园区交

通、能源、电力、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与城市的

衔接配套、共建共享.
(四)加强园区创新载体建设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构建完善园区科

技创新平台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提升园区集

聚创新要素能力,着力打造创新驱动引领区.
加快在合金铝、稀贵金属新材料、节能减排、绿
色食品、生物医药等领域高水平建设云南实验

室.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卷烟及配套、新能

源汽车、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加快

布局省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加快

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积极培育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推动园区建设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技术产权交易平台、研发设

计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等园区公共服

务平台.引导园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

合作,共建科研基地,共同承担国家级和省级重

大科技计划项目,推动产教融合.着力提升园

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质量,建立健全高新技

术企业数据库和培育后备库,打造一批龙头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细分领域单项冠

军企业.鼓励园区实施“瞪羚”企业、“独角兽”
企业等高成长性企业培育计划.引导金融机构

在园区设立科技金融分支机构.鼓励有条件的

园区设立科技创新管理部门、申报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示范园区、建设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示范

区等.加快创建昆曲玉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
(五)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三线一单”
约束,完善绿色发展机制,推动园区向绿色化、
低碳化、循环化转型,支撑构建全省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园区加快传统产业绿色

化改造,着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散乱污”企业处

置,依法依规采取关停取缔、限期搬迁、停产整

治等方式分类施治.优化产品结构,引导企业

开发高性能、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产品.促

进园区资源综合利用,加强园区水资源循环利

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强化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防控和综合利用,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

力.创建一批绿色低碳示范园区.
四、高质量构建开放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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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滇
中新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勐腊

(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老磨憨—磨丁

经济合作区为重点,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

区、综合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为支撑,南博

会、商洽会等会展平台为纽带,国家级口岸为窗

口,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高质量开放合作

新平台.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关键,以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为基本要求,统筹推进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红河、德宏３
个片区建设.持续完善３个片区的功能布局,
发挥昆明片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示范性效应,
突出红河、德宏片区沿边特色优势,形成３个片

区各具特色、协同发展的局面.推动自由贸易

试验区在产业发展、业态培育、招商引资、金融

开放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加强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滇中新

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国家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的协同发展,加
快推进各类开发区优化提升,坚持优势互补、开
放发展,深化行政管理、金融、土地、人才开发等

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型产业,推
动区域产业合作.

五、高水平承接国内产业转移

紧抓全球新一轮产业组织变革和国内外产

业梯度转移不断加速所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

我省区位优势及各类开放合作平台的作用,加
快推进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对接,全面提升与粤

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区域

的产业合作水平,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推动各地以更大力度开展招商引资、承接

产业转移,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

与国内分工和国际合作.推动产业园区在严守

生态保护底线,严防跨区域污染转移和落后产

能转移的同时,综合考量能源资源、环境容量、
市场空间等情况,因地制宜打造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重点承接地,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与配套服

务,着力构建区域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分工合

理、特色鲜明的协同发展格局.
(一)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依托汕

昆、广昆高速主通道,粤港澳大湾区至昆明高铁

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至瑞丽、河口、磨憨、孟定

(清水河)等通道建设,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

合作,加快构建与粤港澳大湾区无缝对接的物

流网络,合力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合作

开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等产业转移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产业互补发展,
培育发展先进的生物医药、健康养生、旅游等产

业集群,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协力打造我

国对外开放新高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合作.依托沪

昆通道和长江水运通道建设和完善,加强滇沪、
滇浙、滇苏等合作,完善沪滇对口帮扶合作机

制,深化产业转移与承接、园区共建、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三)加强与成渝城市群的外向型经济合

作.依托渝昆、成昆通道建设,加强与成渝城市

群在外向型经济上的合作,共同开拓南亚东南

亚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图表２－２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制造业优先承接产业转移目录

序号 产业类型及细分领域 重点承接地

(一) 有色金属及深加工

１ 绿色铝生产、精深加工及其应用 文山州、曲靖市、红河州、昆明市、大理州、昭通市

２ 铜精深加工 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

３ 稀贵金属精深加工 昆明市、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曲靖市

４ 钛及钛合金精深加工 楚雄州、昆明市

５ 锂资源开发利用 玉溪市

６ 铅锌下游产品加工 红河州、曲靖市、怒江州、文山州

(二) 绿色食品

１ 蔬菜加工
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临沧市、
丽江市、昭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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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型及细分领域 重点承接地

２ 食用菌加工 大理州、丽江市、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迪庆州

３ 花卉食品 昆明市、玉溪市、大理州、曲靖市、红河州、丽江市

４ 肉制品
德宏州、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西双版纳州、丽
江市、昭通市、临沧市、文山州、红河州

５ 畜禽类制品 昆明市、曲靖市、丽江市、楚雄州、大理州、临沧市

６ 水果深加工
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保山市、楚雄州、昆
明市、丽江市、玉溪市

７ 木本食用油料产品精深加工 楚雄州、大理州、丽江市、临沧市、德宏州、文山州

８ 乳制品 昆明市、大理州、红河州、曲靖市、楚雄州

９ 糖深加工、调味品及发酵制品 临沧市、德宏州、西双版纳州、文山州、保山市

１０ 特色旅游食品、绿色休闲食品
昆明市、曲靖市、迪庆州、丽江市、楚雄州、玉溪市、大理州、
红河州、怒江州、文山州

１１ 精制茶 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保山市、大理州

１２ 优质啤酒、葡萄酒、果酒、配制酒、功能酒 昆明市、迪庆州、临沧市、大理州、红河州、保山市

１３ 功能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咖啡饮料
昆明市、大理州、楚雄州、德宏州、保山市、普洱市、文山州、
临沧市

(三) 生物医药产业

１ 生物制品及疫苗 昆明市、玉溪市、保山市

２ 中药饮片
昆明市、楚雄州、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玉溪市、大理州、
昭通市、保山市、丽江市、临沧市、德宏州

３ 中成药(含民族药) 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文山州、保山市、红河州、普洱市、
丽江市

４ 化学原料药及制剂 昆明市、曲靖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保山市、德宏州

５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红河州、德宏州、楚雄州、临沧市

６ 工业大麻加工及利用 昆明市、楚雄州、临沧市、文山州

(四) 智能制造装备

１ 高档数控机床 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

２ 智能物流装备 昆明市

(五) 汽车制造业

１ 新能源汽车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大理州、红河州

２ 动力电池及材料、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保山市、楚雄州

３ 变速箱等汽车零部件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文山州

４ 柴油车发动机及发动机零部件 昆明市、曲靖市

５ 摩托车及配套 德宏州、红河州、曲靖市、临沧市

(六) 轨道交通

１ 城轨车辆组装和维修保养 昆明市

２
轨道交通电气控制、数据采集通信、设备运

营维护管理系统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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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型及细分领域 重点承接地

３ 轨道交通专用设备 昆明市

(七) 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

１ 通用航空设备 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

(八) 机械制造业

１ 金属铸造、切割及焊接设备 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

２ 起重运输设备 曲靖市、文山州

３ 轴承、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 昆明市、玉溪市

４ 采矿、冶金、化工、橡胶等专用设备 昆明市、曲靖市、文山州

５
木材加工机械、电子电工机械、农/林/制糖

等专用机械
昆明市、楚雄州

６ 水轮发电机、电动机 昆明市、大理州

７
超(特)高压变压器、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等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
昆明市、楚雄州

８ 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 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

９ 印刷机械 昆明市、玉溪市

１０ 精密仪器、仪表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楚雄州

(九) 新材料

１ 液态金属及应用 曲靖市、昆明市

２ 增材制造材料 昆明市、红河州、楚雄州

３ 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 保山市、楚雄州

４ 石墨烯 昆明市、曲靖市、昭通市、楚雄州

５ 有色金属先进基础材料 昆明市、曲靖市、昭通市、红河州、文山州、楚雄州、大理州

(十) 电子信息

１ 电子材料及电子元器件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红河州、德宏州、临沧市、
文山州

２ 半导体集成电路材料及衬底 昆明市、曲靖市

３
太阳能电池、新能源电池全产业链(动力、消
费、储能)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保山市

４ 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工控计算机及配套产品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大理州、红河州

５
智能手机、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可
穿戴设备、机器翻译设备、物联传感设备、机
器人、无人机

昆明市、玉溪市、保山市、红河州、大理州、文山州

６ 超高清视频终端 昆明市

７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机器翻译技术、行
业管理系统应用软件、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

昆明市

８
人工智能相关软硬件、北斗产业及应用、工
业互联网技术、工业软件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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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型及细分领域 重点承接地

９
绿色数据中心、大数据管理及应用、云服务

等大数据中心产业链上下游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大理州、保山市

１０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融

合应用、５G＋场景应用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临沧市、文山州

(十一) 新能源产业

１ 绿色硅生产、精深加工及其应用 曲靖市、楚雄州、丽江市、保山市、昆明市、临沧市、文山州

２ 风电发电机装备及零部件制造 玉溪市、曲靖市、红河州、大理州

(十二) 节能环保

１
矿产资源利用、废旧资源再生利用、汽车零

部件及机电产品再制造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怒江州、文山州

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装备制造、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机电产品

再制造装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装备制造

昆明市、曲靖市、大理州

３

水污染防治装备制造、大气污染防治装备制

造、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装备制造、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装备制造、环境污染处理药剂、
材料制造

昆明市、曲靖市、大理州

４
园区循环化改造、园区资源利用高效化改

造、园区污染治理集中化改造、园区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改造

昆明市、楚雄州、红河州、大理州、文山州

５
高效储能系统集成,储能电池、变流器、逆变

器
曲靖市、红河州

６
高效节能电机、稀土永磁电机、微型电机、特
种电机制造

昆明市

７ 节能风机风扇、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制造 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大理州

８ 高效照明产品及系统制造 昆明市、大理州

９ 余热余压余气利用设备制造 昆明市

１０ 节能锅炉(窑炉)、高效热泵制造 昆明市

(十三) 钢铁行业

１ 高性能建筑结构用钢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楚雄州

２
模具钢、工具钢、耐蚀钢、不锈钢等高品质特

殊钢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

３ 汽车板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

(十四) 化工行业

１ 石化精深加工 昆明市、楚雄州、保山市、曲靖市

２ 洁净煤综合利用、精细煤化工产品 曲靖市、昭通市、昆明市、红河州

３ 硅化工 曲靖市、昭通市、保山市、楚雄州、文山州

４
各种专用肥、水溶肥、液体 肥、中 微 量 元 素

肥、缓控释肥开发及生产
昆明市、红河州、曲靖市、昭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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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业类型及细分领域 重点承接地

５ 医药级、电子级等精细和专用磷化工产品 昆明市、楚雄州、曲靖市、昭通市

６
四氯化碳、四氯化硅、甲基三氯硅烷、三甲基

氯硅烷等副产物的综合利用,二氧化碳的捕

获与应用

昆明市、曲靖市、昭通市、保山市

(十五) 轻工

１

天然橡胶深加工产品,如浅色标准胶、子午

线轮胎专用胶、恒粘胶、高等级轮胎专用胶、
脱蛋白橡胶系列产品,大型子午线轮胎生产

线,特种专用天然橡胶或胶乳产品的研制与

开发

西双版纳州、普洱市、昆明市、红河州、德宏州、临沧市

２
木、竹、桑条、蔗渣等林浆纸一体化(新闻纸、
铜版纸除外) 普洱市、临沧市、红河州、玉溪市、昭通市、德宏州

３ 瓦楞原纸、箱纸板 楚雄州、玉溪市、曲靖市、保山市、红河州、文山州

４ 废纸脱墨、碱回收及废液综合利用 玉溪市、曲靖市、普洱市

５ 农用塑料节水器材、耐用功能性农用薄膜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大理州

６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等新型塑料建材、塑
木复合材料、可降解塑料

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保山市、文
山州

７ 金属、木材、紫陶、玉石、扎染等工艺品 昆明市、大理州、保山市、红河州、德宏州、丽江市、文山州

８ 少数民族特需用品 昆明市、大理州、保山市、红河州、德宏州、丽江市、文山州

９ 天然香料、松香/松节油精深加工 玉溪市、楚雄州、临沧市、普洱市、昆明市、怒江州

１０ 家用电器 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

１１ 轻量化玻璃瓶罐 昆明市、玉溪市、大理州、楚雄州

１２ 高档家具、特色家具 昆明市、大理州、德宏州、普洱市、文山州

(十六) 纺织服装

１

新型纺纱,中高档品牌服装、家纺以及自动

缫丝、丝绸面料、丝绸家纺、丝绸礼品等茧丝

绸深加工;以蚕、桑、茧、丝为原料开发各类

丝胶蛋白产品、蚕蛹深加工产品等综合利用

保山市、德宏州、红河州、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

(十七) 绿色建材

１ 磷石膏建材制品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

２ 新型节能墙体材料 曲靖市、昆明市、文山州

３
超薄、超厚、大规格玻璃,着色玻璃,节能玻

璃、安全玻璃等高端玻璃深加工
昆明市、曲靖市、楚雄州

４
高档节能建筑陶瓷、优质节水型卫生陶瓷、
骨质瓷/镁质瓷等高档陶瓷

玉溪市、临沧市

５ 新型不定型及耐用节能环保耐火材料 昆明市、保山市

６
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发电应用一体化建筑

材料
昆明市、大理州

７
建材部品部件及装配式建筑、装配式特色民

居
文山州、昆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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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着力构建云南

　 　　　现代制造业体系

深入贯彻全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
力打造“三张牌”和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的

战略规划,认真落实产业强省建设工作部署,在
全省统一构建万亿级、千亿级现代产业体系框

架下,找准制造业发展方向和定位,通过持续壮

大支柱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着力构建

云南现代制造业体系,不断增强全省制造业的

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一、持续壮大支柱产业

围绕全省制造业整体功能布局,以调优存

量、做强增量、提升质量、扩大总量为主线,推动

支柱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和量质齐升.重塑烟草

产业、有色金属产业新优势,做大绿色食品工业

品牌,支撑全省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一)重塑烟草产业新优势

以巩固提升云南烟草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效益为重点,推动烟叶提质升级,推进卷烟

品牌结构优化,精心打造优强品牌体系,加快数

字烟草建设,巩固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发展烟

草配套产业,全产业链重塑云南烟草行业新优

势.努力保持云南卷烟国内市场规模、国际市

场规模、税利总额、一类烟规模和优质烟叶规模

“五个第一”,不断夯实云南烟草在全国的领头

羊地位.
１推动烟叶生产提质升级.以曲靖市、玉

溪市、昭通市、楚雄州、大理州、昆明市、红河州、
保山市等州、市为重点优化烟叶生产布局,稳定

发展核心烟区.以提质为核心,把好质量源头,
建优烟叶生产“第一车间”.围绕云产高端卷烟

配方需求,实施新一轮高端优质烟叶开发,强化

特色优质高端烟叶供给.以国内卷烟工业企业

的原料需求为导向,着力优化烟叶种植布局,全
面满足和适应工业技术创新和品牌升级等发展

需要.优化复烤加工布局,全面推进个性化服

务和定制化加工.加快硃砂及雪茄烟原料研

发、试种与推广,探索建设国内硃砂及雪茄烟原

料基地,力争硃砂及雪茄烟原料国产化取得突

破.不断增强云南烟草的原料优势,助推云南

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２推进卷烟品牌结构优化.以满足和适

应消费结构升级与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为导向,
推动云南卷烟产品传统品类稳量提档,新兴品

类增量进位,合力推进产品结构优化提升.加

快一类烟扩量升级,加速高端烟强影响、扩规

模.加强细支、中支、爆珠等创新品类改造提

升,提高研发培育成功率.
３精心打造优强品牌体系.按照再造品

牌形象、再塑品牌优势、重振品牌雄风的工作思

路,坚持做优“大重九”,做强“云烟”,做精“玉
溪”,做稳“红塔山”,做特“红河”.精心打造以

“大重九”为引领,四大品牌为核心,其他品牌为

补充的“１＋４＋X”品牌体系.以稳总量、提结

构为发展主线,从品牌、品系、品类、品规、价位、
市场、文化等多个维度系统优化品牌战略,着力

打造品牌形象定位清晰、风格特征突出鲜明、市
场布局科学合理、错位互补进位升级的优势品

牌体系,努力打好品牌稳固提升持久战.
４加快数字烟草建设.加快数字烟草农

业建设,着力打造“一部手机种好烟”烟农服务

平台,推动烟叶育种、种植、收购、调拨、复烤加

工、物流、营销全过程数字化.加快烟草企业数

字化改造,建设“数字生产线”、“数字车间”、“数
字工厂”,推动卷烟生产、研发、营销、物流全过

程数字化,发展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网络化

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加快卷烟营销大数据

平台建设,实现精准卷烟营销、智能专卖管理和

高效工商市场信息互通.
５巩固拓展国内外市场.坚持分类施策,

巩固拓展国内市场,巩固西南、东北、西北传统

主销市场,重点突破华东、华南、华北潜力市场.
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推动境外办厂、卷烟

和烟叶出口,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提高云南烟草

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加快构建新型营销

体系和创新营销模式,全面提升市场营销能力

和水平.
６积极发展配套产业.聚焦传统卷烟优

势产品、创新品类和新型烟草发展需要,推动水

松纸、滤嘴棒、印刷包装、包装材料等配套企业

向“专特精深”方向发展,实现产品由低端向中

高端迈进.促进产业链延伸,推动香精香料和

印刷包装等产业,积极向日用、食用、药用领域

拓展和延伸.
(二)重塑有色金属产业新优势

以提升有色金属产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和综

合竞争力为核心,以做优结构、做长链条、做大

集群、做响品牌为主线,优化有色金属产业布

局,深入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与节能减排,做优做

长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链,着力培育大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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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团和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资源储备

和要素保障水平,加快推动重点行业和企业数

字化赋能,全链条重塑云南有色金属产业新优

势.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有色金属产业工业总

产值达到４０００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１４％以

上;培育形成３－５家国内领先的有色金属集

团,打造形成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有色金

属先进制造业集群.
１全面优化有色金属产业布局.完善有

色金属产能置换政策,严控严管新增冶炼产能,
避免低水平无序扩张.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及工

艺技术装备力度,加快低效冶炼产能退出步伐.
推进冶炼项目退城入园,推动铜产业向安宁产

业园区、蒙自经开区、易门产业园区,锡产业向

蒙自经开区、昆明高新区,钛产业向禄丰产业园

区、武定产业园区,铅锌金属产业向蒙自经开

区,锗铟钨金属材料产业向昆明高新区、曲靖经

开区、临沧高新区,铂钯铑稀贵金属材料产业向

昆明高新区、易门产业园区,液态金属产业向宣

威经开区聚集发展.
２ 深入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与节能减排.

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提高尾矿、熔炼渣、废气、废
液和余热余压等资源能源综合利用水平.积极

引导支持企业加快发展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

利用产业,重点突破废旧有色金属及二次资源

预处理、熔炼、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和装备研发;
积极研究废旧电子设备及电子消费品中有色金

属回收利用技术,以及有色金属全社会循环利

用管理和技术体系,逐渐减少原矿采选和冶炼

规模.深入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化

改造,积极推广节能减排低碳技术和产品,加强

循环经济试点示范项目建设,着力创建一批绿

色矿山、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产品.
３ 做优做长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链.

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抓好高端产品、
尖端技术、末端产业链.大力发展锗、镓、铟、钛
等稀贵金属材料,超前部署锗光伏、氮化镓、高

纯铟、海绵钛、液态金属等前沿材料基础研究和

产品研发,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向下游末端

精深加工领域延伸和拓展.围绕汽车、输变电、
轨道交通、建筑、５G通信等领域应用需求,重点

发展５G高频高速铜基应用材料、高精度铜板

带箔、高强高导引线材料、超细铜锡合金线材、
铜镁合金接触线功能元器件、超细毛细管等铜

合金材料,以及汽车轻量化结构件、轨道交通用

大型镁铝合金型材、太阳能发电用铝材等高性

能铝合金产品.围绕医疗设备、电子信息、航空

航天等新兴领域对钛合金植入体、高强度铝合

金结构材料的需求,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用特种

镁、铝、钛合金产品,完成第三代、第四代铝合金

升级换代,重点发展高纯高压电子铝箔,新一代

高强、高韧、耐蚀铝合金产品,耐高温、高强韧、
低成本高性能钛合金及纤维增强钛基复合材料

等产品.
４ 着力打造大型企业集团和先进制造业

集群.鼓励优势大型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兼并重

组,积极培育具有资源控制力和产业链主导力

的世界一流大型有色金属企业集团.充分发挥

大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

吸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集群集约发

展,提升省内产业配套能力和整体规模效益,围
绕绿色铝、铜、铅、锌和钛等有色金属产品深加

工,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具有综合竞

争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有色金属研发生产一体化

基地.
５ 不断提升资源储备和要素保障水平.

在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的前提下,主动加大

矿产勘查与开发力度,提高自有富矿资源的保

障能力.大力支持有色金属企业“走出去”,通
过控股或参股、签订长期购销协议、投资办矿等

多种方式,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基地.进一步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快推进大型工矿企业和

物流园区铁路专线建设,解决好铁路运输“最后

一公里”问题,促进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

图表３－１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有色金属产业重点布局

　　１ 铜金属产业.以安宁产业园区、蒙自经开区、易门产业园区为核心布局发展,推动发展下游精深加工.
支持发展铜线(缆)、铜基合金、高精度铜板带材等铜精深加工,开发零部件、变压器、铸铜转子等产品.

２ 锡金属产业.以蒙自经开区、昆明高新区为核心布局发展,搭建锡金属基因工程研究平台,支持电子锡

焊料、新型显示材料、新型锡基合金、锡化工新材料、锡基新能源材料、氧化铟锡(ITO)靶材等研究开发和技术储

备,做大做强锡焊料、锡粉体材料、锡焊膏、锡箔带、锡化工５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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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钛产业.以禄丰产业园区、武定产业园区为核心布局发展.武定产业园区重点围绕“钛铁矿—钛矿渣—
四氯化钛—海绵钛”产业链,发展和做强钛产业链前端.禄丰产业园区重点围绕“海绵钛—钛材/钛合金新材

料—深加工应用”、“四氯化钛—钛白粉—涂料/塑料”产业链,大力开发高纯海绵钛、转子级海绵钛、高端氯化法

钛白粉、高档汽车面漆及３D打印钛、大飞机、乘用车、高铁等应用领域的高性能轻合金、高强钛合金等产业链后

端.

４ 铅锌金属产业.以蒙自经开区为核心布局发展.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升级改造,提高产业集中度,
有效控制铅排放,加快铅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提升铅锌金属价值链,重点开发铅锌合金、铅焊料、电缆护套、
高纯锌、纳米级氧化锌、镀锌件、锌防腐涂料、锌化工产品等.

５ 锗铟钨金属产业.锗产业以昆明高新区、曲靖经开区、临沧高新区为核心布局发展,推进高纯锗、锗红外

光学材料、锗光伏材料和锗高端专用材料及器件等产业.铟产业以昆明高新区、砚山产业园区、蒙自经开区等为

核心布局,发展高纯铟及铟基新材料,研发氧化铟锡(ITO)、半导体材料.钨产业以砚山产业园区为核心布局发

展,发展氧化钨、钨粉、碳化钨、硬质合金等材料.

６ 铂钯铑稀贵金属产业.以昆明高新区、易门产业园区为核心布局发展,围绕稀贵金属高纯材料、特种功

能材料、信息功能材料、环境材料、汽车尾气催化功能材料五大板块,加快发展稀贵金属新材料,加快推进合金功

能材料、半导体材料等重点项目建设.

７ 液态金属产业.以宣威经开区为核心布局发展,推进液态金属谷建设,支持液态金属材料在增材制造、
热控与能源、生物医学、智能机器、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加快年产２００吨液态金属、２００万件液态金属骨

科外固定材料及支具等重点项目建设.

　　(三)做大绿色食品工业品牌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绿色食品

牌”的决策部署,围绕“中国最优”的发展目标,
以优质农产品为基础,以育龙头、抓有机、创名

牌、建平台、占市场为主线,以有机化、商品化、
规模化、名牌化为抓手,以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带

动产业集群发展为突破口,加快农副食品加工

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推动重点行业和企业

数字化赋能,提升食品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推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高端化

发展,着力提升高原特色食品精深加工水平、产
品附加值、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打造全国

绿色食品产业新高地,做强云南食品工业品牌.
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食品工业产值突破３０００
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１３５％以上.

１加快农副食品加工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结合“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深入推进农副产

品精深加工工业化发展,密切农工联结机制,强
化原料基地建设,推动产业由资源加工型向科

学开发型转变,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副产物

综合利用水平.重点发展制糖工业、果蔬加工、
肉类加工、坚果及油料加工业,加快打造绿色糖

制品品牌和特色牛肉制品品牌,促进谷物磨制、
魔芋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饲料工业等行

业逐步由“小而全”向特色化、创新化发展.
２ 提升食品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深入推进食品制造业基础再造,加快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提
升产品附加值、品牌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深

入实施“云饼”战略,深化云南绿色休闲食品消

费印象,发展具有独特饮食文化的多元化、差异

化产品.提高优质乳产能,打造西南地区特色

乳制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充分挖掘高原特色

生物资源利用价值,加快发展营养及保健食品

制造业,大力开发面向不同人群的功能性食品.
依托特色农副食品加工业,发展下游糖果巧克

力及蜜饯制造、方便食品、罐头食品、调味品、发
酵制品、食品添加剂制造等行业.

３推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高端化发

展.以品牌建设为核心,以重点企业为龙头,以
资源整合为抓手,大力发展“云茶”、“云酒”、“云
咖”制造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

发展,向特色文旅商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延伸.
重点发展普洱茶,稳步发展绿茶,加快发展红

茶,着力提升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推广和营销水

平,推动高端茶做精、中端茶做大,鼓励延伸发

展茶饮料产业.稳步发展小曲清香型白酒,加
快发展中高端啤酒,提质发展葡萄酒,创新发展

露酒,以配制酒、果酒、功能酒等特色酒品为重

点,提升云南白酒、葡萄酒产业竞争力.着力培

育高品质咖啡豆,着力发展烘焙咖啡、即饮咖

啡、速溶咖啡等深加工产品,着力提升咖啡产品

工业设计、智能化生产及物流配送水平,打造全

国最大的咖啡精深加工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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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３－２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食品工业重点布局

　　(一)加快农副食品加工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１制糖工业.以临沧市、德宏州、西双版纳州等州、市为主,依托云县产业园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等,进一步完善种植基地建设,延伸蔗糖深加工产业链.加快构建绿色糖品系列,打造原生态糖品牌,研发
药食同源功能性糖品,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拓展医药、化工、造纸等下游行业应用.

２果蔬加工业.以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大理州、红河州、保山市等州、市为主,依托通海产业园区、弥渡
产业园区、泸西产业园区、腾冲经开区等,建设果蔬加工集群.以绿色食品为抓手,坚持走差异化竞争的“云果”、
“云菜”、“云菌”产业发展道路.加强标准基地建设、创新平台建设、龙头企业培育、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提升加工
能力,加快推进果蔬及食用菌加工产业特色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

３肉类食品加工业.以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迪庆州、临沧市等州、市为主,依托罗
平产业园区、宣威经开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香格里拉产业园区等,打造云南省肉类加工供应中心.
以生态猪、云岭牛、高峰牛为重点,建设规模养殖、定点屠宰、冷链配送的冷鲜肉产业生态链;提质发展肉类加工
业,大力推进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补充发展高原特色水产品,培育食品工业新的增长极.

４坚果及油料加工业.以楚雄州、大理州、保山市、临沧市、德宏州等州、市为主,依托大理经开区、祥云经
开区、腾冲经开区、云县产业园区、临沧高新区、罗平产业园区等,打造坚果及油料加工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核
桃、澳洲坚果等坚果加工,推进功能成分开发与副产物综合利用.提高食用植物油产业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积
极发展木本油料产业,提质发展山茶油加工,强化茶粕综合利用.

(二)提升食品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５特色乳制品加工业.以昆明市、大理州、曲靖市、楚雄州等州、市为主,按照企业选址与奶源基地相衔接、
企业规模与乳类产量相匹配的原则,依托昆明经开区、大理经开区、陆良产业园区、楚雄高新区、洱源产业园区等
布局特色乳制品加工业.立足乳业新发展阶段,积极利用国内国际资源,支持产业创新升级,加快益生菌转化应
用和传统乳制品工业化,提高优质乳产能,发展市场稀缺型重要功能性食品基料、深加工联产品和区域型、特色
型乳制品.

６营养及保健食品制造业.以昆明市、昭通市、楚雄州、文山州、丽江市、保山市等州、市为主,立足云南三
七、天麻、银杏、石斛、红景天、青刺果、芦荟、诃子、刺五加、淫羊藿、螺旋藻等特色生物资源优势,依托昆明高新
区、楚雄高新区、文山高新区等,积极发展营养及保健产品制造集聚区.把握营养及保健食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机遇,顺应第一代保健食品向第二、三代产品演进趋势,立足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优势,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大力开
发面向不同人群的膳食补充类、中药类等营养保健食品.

７焙烤食品制造业.以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等滇中人口密集州、市为主发展区,大理州、保山
市、丽江市、西双版纳州等旅游热点州、市为次发展区,依托呈贡工业园、七甸片区绿色产业园等鲜花产品深加工
园区打造产业集聚区.深化云南绿色休闲食品消费印象,发展具有独特饮食文化的多元化、差异化产品.着力
发展基于滇红玫瑰、桂花等食用花卉及咖啡、乳饼、米线等特色资源的系列方便食品,加快培育以代工、品牌联
合、品牌嫁接等方式合作生产焙烤馅料、冷冻预烤食品等半成品、预加工产品.

(三)推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做强做大

８酿酒工业.以昭通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迪庆州等州、市为主,依托腾冲
经开区、云县产业园区、香格里拉产业园区、曲靖高新区、大理经开区、洱源产业园区等打造产业集聚区.稳步发
展小曲清香型白酒,加快发展中高端啤酒,提质发展葡萄酒,创新发展露酒.利用“云药”、“云果”、“云花”独特优
势,以健康养生为内涵,挖掘民间验方,发展果酒、配制酒、功能酒等特色酒品.强化研发和品牌整合,力争在品
种、口感、酿造和包装上实现新突破,针对个性化需求提供各类定制酒和专用酒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打造酒庄、
酒窖、博物馆等以酒文化为主题的文旅项目.

９饮料制造.围绕西双版纳州、普洱市、昆明市、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等原料优势突出、产业基础良好的
州、市推动产业集聚.依托云南省丰富的果蔬、茶叶、花卉、乳品资源,稳定发展果蔬汁、非浓缩还原(NFC)果蔬
汁、浓缩果汁、发酵蔬菜饮料、花卉饮料、茶饮料、蛋白饮料和谷物饮料等.适应健康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特
点,重点发展添加天然植物成分的功能性饮料、蛋白质营养型功能饮料、以牛磺酸为主要成分的能量饮料、以电
解质为主的补充体能型运动饮料、红茶菌功能饮料、具有美容养颜或减肥瘦身功能的功能性饮料等,推进饮料制
品多样化和饮料包装制品人性化.

１０咖啡加工.以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昆明市等州、市为主,依托普洱、临沧、保山、德宏、昆明
现代农业产业园,重点打造咖啡加工园区,力争将云南省建设成为世界优质咖啡豆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咖啡精
深加工产品基地、咖啡豆交割仓和贸易中心.加强咖啡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着力培育溢价空间大、抗跌能力强
的高品质咖啡豆.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消费需求为目标,开发符合市场定位的咖啡产品及衍生
品,重点发展烘焙咖啡、即饮咖啡、速溶咖啡等深加工产品.推动信息技术在咖啡产品工业设计、生产流程、物流
配送等关键环节的应用,进一步提升咖啡生产的智能化水平.

１１精制茶制造业.以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保山市等州、市为主,依托思茅产业园区、凤庆产业园
区、云县产业园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保山产业园区、腾冲经开区等,推动全省茶叶产业资源、企业和
品牌整合重组.重点发展普洱茶,稳步发展绿茶,加快发展红茶,加大快销品、“花果”普洱茶、小包装等产品加工
比重.推动高端茶做精,中端茶做强,着力扩大高端茶市场份额,推动茶产品结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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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升级传统产业

围绕全省制造业整体布局,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加快构建完善绿色制造

体系、智能制造体系、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为重

点,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安全发展,推进钢铁产业

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
升特色消费品制造业发展质量,整体推动传统

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中高端迈进.

(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安全发展

坚持绿色安全发展总基调,突出高科技、高
效益、低排放、低风险产业导向,优化化工产业

布局,提升园区安全水平,加强清洁生产改造,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化工

产业绿色安全发展和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化工产业工业总产值达到３０００亿元,年均增速

保持在１３８％以上;打造形成一批布局合理

化、管理规范化、产品高端化、资源节约化、生产

清洁化的绿色化工园区,培育形成一批产业集

聚效应明显、链条清晰、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化工产业集群.
１优化化工产业布局.依据主体功能区

规划、城乡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产业园区

规划和化工园区认定办法等,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化工园区.推动化工企业、推进危化品生产

企业搬迁进入化工园区发展.依托化工园区集

聚小散企业、消减危重企业、培育示范企业,优
化全省化工产业布局.严格项目审批,禁止新

建淘汰类化工项目,禁止在化工园区外新建、扩
建化工项目,依法依规推动化工产业淘汰落后

产能、压减低端低效产能、化解过剩产能.２０２５
年底前,全面完成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２提升园区安全水平.全面落实化工园

区安全风险排查和安全整治提升工作,突出对

系统性安全风险的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防
范重大安全事故.实施园区安全风险指数管

理,清理整治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化工园区,实现

化工园区整体安全风险可控.结合实际制定禁

止、限制和控制危化品目录,严格化工园区项目

准入标准和准入程序,从源头上提高新引进和

新上项目的质量.推动建立集日常管理、监测

监控、预测预警、应急联动等功能为一体的化工

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和应急指挥信息平台,提升

化工园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３加强清洁生产改造.推动化工产业实

施清洁生产改造,引导企业积极开发和运用环

境友好的原料、溶剂和催化剂替代技术,加快有

毒有害物质和环境敏感溶剂的替代,加快推进

化工原料和反应介质、合成工艺和制造过程绿

色化,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污染.鼓励企业采

用先进的危化品输送、投料、反应、分离和干燥

等设备以及先进智能控制系统,达到全生产过

程的密闭化、管道化、连续化、自动化,实现生产

过程智能化,生产环境清洁化.加强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鼓励化工企业、化工园区建设设

备管线泄漏检测与修复管理平台,做好挥发性

有机物物料储存、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

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

放环节的管理.严格废水排放,加强固体废物

绿色化处置,加强污染物在线监测和联网管理.
针对高盐、高氨氮、含酸、稀盐酸、稀硫酸、难降

解废水开展先进技术示范.推进废酸、废盐、废
催化剂、精馏残液等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实
施固体废物差异化处理措施.加强化工产品生

产、利用和回收体系建设,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

利用.
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调结构、转方

式、换动能、补短板、强链条为主线,深入推进化

工产业转型升级,做强石油化工、做优盐化工、
做精磷化工、全链条打造硅化工、加快煤化工转

型升级、着力发展高端精细化工,全面提升我省

化工产业的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做强石油化工.依托安宁产业园区,

构建形成炼化、基础化工、合成材料、精细化工

等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格局,打造全国重要的炼

化一体化石油化工基地.不断丰富石化产品的

门类,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鼓励炼油芳

烃一体化、烯烃一体化布局建设,推进炼油副产

品综合利用,发展合成塑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

胶等化工新材料.
———做优盐化工.依托昆明市、楚雄州、大

理州、普洱市等州、市,推动盐化工产业链做精

做长.鼓励盐化工企业结合省内安宁市、昭通

市等地较为丰富的乙烯、乙炔等石化、煤化工资

源,发展聚氯乙烯及下游产品,研制开发制药、
日化等化工中间体及精细化工产品,形成“原
卤—原盐—两碱—精细化工—盐化工新材料”
产业链,实现基础产品和高端产品的有机结合,
拓宽盐化工产品在汽车、电子、建材等领域的应

用.

—１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做精磷化工.依托安宁产业园区、禄
丰产业园区等推动磷化工产业集中发展.重点

发展医药级、电子级、食品级精细磷化工产品,
加大新型肥料、新材料领域的磷化物、磷酸盐产

品研究开发和生产,不断提升产品的精深加工

水平和附加值.
———全链条打造硅化工.依托曲靖高新

区、昭阳经开区、保山产业园区、禄丰产业园区

等,加快发展以有机硅单体为基础,硅烷、硅油、
硅橡胶、硅树脂等为延伸的硅化工产业链,积极

引进有机硅下游粘合剂、密封剂、防护涂料、绝
缘漆浸渍等生产企业,打造有机硅产业集群.

———加快煤化工转型升级.依托蒙自经开

区、曲靖高新区、富源产业园区、师宗产业园区、
泸西产业园区等已有产业基础,积极引进国内

外先进工艺技术及企业,构建完善煤化工材料

产业链,推动煤化工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鼓励发展以甲醇为原料,以甲醛为中间介质的

聚甲氧基二甲醚、聚甲醛、甲基丙烯酸甲酯、丙

烯酯甲酯、对二甲苯、不饱和聚酯和醇酸树脂等

产品;以焦化粗苯为原料的乙炔、己二酸、己二

胺等产品;以焦油为原料的对苯二酚、高间位比

混甲酚、纯间/对甲酚、萘二甲酸、邻苯二甲酰亚

胺等产品,推动全省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着力发展精细化工.依托水富经开

区、蒙自经开区、安宁产业园区、禄丰产业园区、
砚山产业园区、华坪产业园区等,布局发展精细

化工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化工产品、汽车领域

精细化学品、涂料产品、植物提取物、医药中间

体、化妆品、食品添加剂等精细化工产品.
５着力打造绿色化工产业集群.加强化

工产业园区的节能环保、数字转型、安全生产等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努力培育、创建和提升一批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绿色园区、绿色工

厂.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吸
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促进产业链、创
新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重点打造石油化工、磷
化工、煤化工产业集群.

图表３－３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绿色化工产业重点布局示意图

　　(二)推进钢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在巩固钢铁产业去产能成果基础上,以提

升质量效益为核心,以进一步调结构、转方式、

提质量、增效益、强后劲为主线,优化钢铁产业

整体布局,深化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加快企业

数字化改造,增强钢铁产业创新能力,推动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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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优化,延伸钢材深加工产业链条,支持

钢铁行业加大产能合作.推动全省钢铁产业向

企业大型化、装备现代化、下游产品多元化方向

发展,构建规模适度、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环保

一流的现代钢铁产业体系.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

省前５位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６５％以上;
力争全省钢铁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取得较

大进展,推动８０％以上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形成特优普产品全覆盖,并向装备配套、
绿色建筑、消费用钢延伸拓展的钢铁产业链条.

１优化钢铁产业整体布局.严格落实钢

铁产能置换政策及“两高”产业相关规定,严格

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
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分

类处置僵尸产能,做到“应退尽退、应退早退”.
有序引导钢铁企业摒弃以量取胜的粗放发展方

式,建立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能耗、产能利用

率等为依据的约束机制.引导支持省内大型钢

铁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并购等形式整合同类企

业,实现原材料采购与供应、技术研发与生产加

工、产品销售与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的优化重组,
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效益,提升钢铁行业集中度,
优化钢铁产能布局.支持钢铁企业实施混改,
推动企业解放思想、创新机制,提升现代化管理

水平.鼓励钢铁企业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协作,
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

２深化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推进钢铁

全产业链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提高炼铁系统

工艺水平,进一步优化炉料结构,增加球团矿比

例,提高入炉矿品,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推
广高炉综合长寿、热风炉高温送风、非高炉炼铁

等先进冶炼工艺和技术,降低燃料消耗和原辅

料消耗;推进电弧炉炼钢短流程工艺发展,从源

头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资源,减少废弃物产生;
加强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推进高炉余压回收

利用、烧结烟气循环、钢渣综合回收利用、水资

源循环利用等改造,加强无组织排放治理,减少

污染物排放;完善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机制,提升

固体废弃物消纳和资源再生利用水平;力争全

省吨钢综合能耗、工序能耗等主要指标持续优

于全国平均水平,钢渣、高炉渣、尘泥等固体废

物利用和处置率达１００％.
３增强钢铁产业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充分调动钢铁产业链上下游创新

资源,营造产学研用为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
搭建重点用钢领域创新联盟,重点围绕低碳冶

金、洁净钢冶炼、高效轧制、基于大数据的流程

管控、节能环保等关键共性技术,以及先进电弧

炉、特种冶炼、高端检测等通用专用装备和零部

件,加大创新资源投入,鼓励关键装备技术集成

创新,实现技术突破和引领.鼓励企业从以产

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积极探索规模

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网络化协同制造、电子

商务等制造业新业态.
４推动钢材产品结构优化.推动钢铁行

业紧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快速发展带来

的机遇,在巩固提升传统钢材基础上,加快高

端、关键钢铁材料的研发,提升优质、特殊品种

钢材比重,强化量大、面广优势产品质量稳定

性,打造“金字塔”型产品结构.加快发展５００
兆帕以上高强度钢筋和高强度、抗震、耐火钢板

及 H 型钢等高端建筑用钢.加强特高压输电

塔和变压器用钢、充电桩立柱支架用钢、５G 基

站大铁塔用钢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高端

钢材产品的研发生产.积极研发新型高强韧汽

车钢、高断裂韧性耐疲劳轨交车轮钢、高承载寿

命快速重载铁路钢轨、先进耐蚀合金钢、模具钢

等面向汽车、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领域的高性

能、高附加值钢材产品.
５延伸钢材深加工产业链条.鼓励钢铁企

业积极拓展下游用钢产业市场,加强与下游建筑、
建材、汽车、装备制造等企业的近终端合作.鼓励

线棒材生产企业开展５００兆帕以上热轧带肋钢筋

的研发生产,推动钢筋、线材产品深加工,建立完

善加工配送中心,为建筑商提供支架、焊网等终端

产品加工配送服务.鼓励企业建立钢结构组配件

加工配送中心,积极研发生产强度高、耐腐蚀、耐
低温等高端产品,开展与钢结构建筑构件需求相

适应的定制化服务,满足现代钢结构建筑不断提

高的安全、长寿、个性化要求.鼓励板材生产企业

加快推进低水平热轧机的改造,推进轧钢生产线

自动化、智能化升级,积极建设冷轧、镀锌等深加

工生产线,打造冷轧薄板、镀层板、涂层板等高附

加值板材生产基地,提高板材深加工水平.推动

钢铁冶炼、钢铁制品产业协同发展,促进标准件、
丝网、汽车部品部件、管道管件等产业提质增效.
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向汽车及机械零部件、钢
丝绳、钢绞线、电焊条等深加工方向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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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３－４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绿色钢铁产业重点布局示意图

　　(三)加快建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紧抓全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基础设

施网络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国家经济走廊
建设等带来的重大机遇,以深入推动建材工业
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调结构、转方
式、换动能为主线,整体优化建材产业布局,加
快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循
环化改造,全面提升建材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绿
色新型建筑材料.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建材产
业结构得到整体优化,落后产能全面退出,建材
工业总产值达２０００亿元,年均增速达到１６％;
建材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规
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明显提升;单位增加
值能耗较２０２０年下降１５％,９５％以上的水泥
企业实现配套建设低温余热发电装置,９０％以
上的玻璃生产线完成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

１全面优化建材产业布局.巩固建材行
业去产能成果,严格落实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
换政策.继续优化水泥行业布局,加大淘汰落
后产能力度,推动水泥企业搬迁进入产业园区
发展.推动玻璃、陶瓷产业向滇中地区集聚,依
托安宁产业园区、陆良产业园区、禄丰产业园区
培育打造玻璃产业集群;依托易门产业园区、师
宗产业园区、陆良产业园区打造陶瓷产业集群;
依托保山产业园区、洱源产业园区、禄劝产业园
区、武定产业园区培育建筑石材产业集群.推

动各地墙体材料、耐火材料、混凝土及水泥制品
等生产企业进入产业园区集聚发展.

２提升建材产品结构.加快水泥产品升
级换代,开发生产系列化、标准化专用水泥,发
展高性能预拌混凝土及混凝土房屋配件、预拌
砂浆、砂石骨料等.优化玻璃产品结构,重点发
展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和夹层玻璃等建筑玻璃.
积极承接建筑陶瓷产业转移,重点发展节能环
保措施良好的薄型化及功能化陶瓷砖、节水型
卫生洁具、日用瓷器,推动陶瓷产业较快发展.
积极发展石材产业,加快大理石、花岗岩、米砂
岩、板岩等石材开发,发展多品种、多规格、多档
次的装饰石材,做优石材加工业.引导企业加
强新型建材及深加工产品研发,增加品种,提高
质量,加快产品结构优化.

３大力发展绿色新型建筑材料.积极发
展与装配式建筑配套的节能环保材料、绿色建
筑材料.加快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开发生产轻
质、高强、耐久、自保温、部品化产品;发展高孔
洞率、高强自保温空心砌块和自保温砌块等烧
结类产品,发展加气混凝土砌块、防水防腐保温
复合一体化装配式建筑内墙和外墙板材等非烧
结类产品,以及真空绝热板等安全、节能、绿色
保温材料.加快发展无铬耐火材料,研发生产
耐烧蚀与隔热保温一体化、结构功能一体化的
长寿命新型耐火材料,积极开发微孔结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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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材料、不定形耐火材料.加快发展化学建
材和装饰材料,开发生产长寿命、低渗漏、免维
护的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管材、管件及高分
子防水卷材,防水密封胶、热反射涂料和热反射
膜;开发生产水性、粉末、高固含等环保型涂料,
密封材料,建筑胶黏剂;发展无污染、健康环保
的装饰材料.

４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进一
步压实建材企业节能减排主体责任,深入推进
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和二
氧化碳排放,不断提升建材行业的清洁生产、节
能减排和环保治理水平.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

态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水泥、混凝土、墙
体材料和机制砂石等产品消纳工业废弃物的能
力,逐步增加可消纳固体废物的品种.支持利
用新型干法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城市污
泥、污染土壤和危险废物.支持利用新型墙材
隧道窑协同处置建筑废弃物、淤泥和污泥.引
导和支持建材企业开展赤泥、铬渣等大宗工业
有害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和综合利用,开展
尾矿、粉煤灰、煤矸石、副产石膏、矿渣、电石渣
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发展基于生
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的绿色生态低碳水泥.

图表３－５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布局示意图
(不含水泥和墙体材料)

　　(四)提升特色消费品制造业发展质量
紧抓全省开创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建设新局面和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重要
机遇,以加快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效益为核心,
以调结构、育主体、扩规模、提质量、促转型为主
线,优化消费品制造业布局,推动消费品制造业
集聚集群发展,完善消费品制造业创新创业生
态,提升消费品制造业产品质量.到２０２５年,
力争全省特色消费品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７５０家,产业集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工业总产
值年均增速达到８％以上,总量突破１２００亿
元,其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产值突破２００亿

元,日化用品业、工艺品制造业产值分别突破

１５０亿元,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包装业、木材
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业产值分别突破

１００亿元,医用防护用品业产值突破５０亿元.
１优化消费品制造业整体布局.推动化

妆品、口腔清洁用品、香料香精等制造业向滇中
地区集聚,依托昆明高新区、昆明经开区、玉溪
高新区、楚雄高新区打造高端日化品制造业集
群.推动橡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外向型消费品加工业向沿边
地区集聚,依托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普洱市等
州、市园区培育橡胶制品产业集群,依托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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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临沧市、西双版纳
州等州、市园区打造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
纸及纸制品业产业集聚区.围绕大滇西旅游环
线、澜沧江沿岸旅游示范区、昆玉红旅游文化
带、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推动工艺品制造业集
聚发展,着力构建“金木土石布”五位一体民族
民间工艺品产业体系.

２推动消费品制造业集聚集群发展.围
绕整体布局,按照园区化承载、专业化集聚、集
群化推进、高端化引领、区域间协同的发展思
路,推动各地产业园区加快特色消费品制造业
的集聚集群发展.支持各开发区加强专业化、
特色化园区和载体平台的规划建设与功能配
套,支持各园区和载体平台加大产业链招商引
资工作力度,加快对接和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
转移,加快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进区
入园、聚块成片、联动发展.针对高端日化品、
橡胶制品、高档家具、民族工艺品等特色消费品
制造业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鼓励各地采取
“一企一策”方式引进和培育龙头骨干企业,不
断夯实特色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基础.

３促进消费品制造业创新创业升级.聚
焦重点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带动作用,着力打造“龙

头企业＋孵化”、“科技资源＋孵化”、“新型研发
机构＋孵化”等创业创新载体,着力构建完善特
色产业创新创业生态圈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环境.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特色消费品制造
业集群联合营销平台,带动更多企业集群发展、
抱团经营.以满足和适应消费升级需求为核
心,引导支持消费品制造业加快数字转型,推动
企业积极构建和完善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生
产经营模式,加快推进营销互联网化、渠道互联
网化、产品互联网化、运营互联网化,深化研发、
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关联和系统集成,积
极运用互联网精准对接用户需求,发展大规模
个性化定制,加快业态模式创新升级.

４提升消费品制造业产品质量.实施“增
品种”工程,鼓励企业深挖潜在市场和细分领
域,通过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增加品种,创造
品种差异化价值.实施“提品质”工程,引导企
业学习和运用卓越绩效、质量可靠性整体解决
方案(TSQ)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增强全面质
量管理能力,推动日化品制造业开展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建设.实施“创品牌”工程,引导企业
制定实施定位明晰的品牌发展规划,深入挖掘
品牌文化内涵,开展品牌整体宣传.

图表３－６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特色消费品制造业重点
产业布局示意图(不含工艺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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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紧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

的重大机遇,紧紧围绕制造强国重点发展领域

和全省制造业整体功能布局,紧扣“技术有前

景、产品有市场、云南有基础”的原则,以加快提

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能级为核心,以新材料、
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

攻方向,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
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着力

点,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综合生态体系,加速高新

技术产业化步伐,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地,带动全省制造业加快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
(一)着力打造新材料产业

依托我省新材料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瞄准

国际前沿,以加快提升全省新材料产业规模和实

力为核心,以先进有色金属材料、贵金属新材料、
先进光电子微电子材料等为重点,以高性能化、
多功能化、绿色化发展为主攻方向,以延伸链条、
补齐短板、争创集群、打造品牌为着力点,拉长新

材料优势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新材料企业梯队,
构建完善新材料产业协同创新体系,打造新材料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全省新材料产业向高端

迈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新材

料产业高地.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新材料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１２００亿元,培育形成一批新

材料产业的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打
造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１拉长新材料特色产业链条.按照全产

业链发展思路,一手抓改造升级,推动本土企业

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一手抓招商引资,大力引

进和培育新材料应用领域的优质企业.加快推

动贵金属高纯材料、合金功能材料、信息功能材

料、催化前驱体材料等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延

伸链条,积极引进培育下游产业,补齐终端应用

短板,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加快

推进铜基、锡基、铝基等基础金属新材料与下游

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新材料的转化应用与产业

化配套水平,扩大产业整体规模和效益.大力

发展钛基新材料及下游产业,进一步提升钛资

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

展.大力发展锗基、硅基、砷基、铟基先进光电

子微电子材料,加快新一代光电显示材料及器

件、红外和紫外探测器材料、新型锂离子电池正

负极材料和隔膜材料、铝空气电池等光电子和

电池材料的研发和应用,面向半导体、电子信

息、芯片制造和封装等领域需求,重点发展超高

纯锗单晶、高纯铟及铟化合物、电子级多晶硅、
碳化硅衬底单晶、砷化镓晶体及晶片、磷化铟单

晶及晶片、铟锡氧化物靶材、氮化镓晶片等电子

信息新材料产品.
２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发展梯队.围绕

重点领域,以提升产业发展带动和支撑能力为

核心,实施龙头企业引育工程,大力引进培育一

批创新能力强、综合效益好、带动作用大的龙头

企业,带动全省新材料产业跨越发展.聚焦薄

弱环节,以强链补链延链为核心,实施产业链招

商和强链补链工程,着力引进培育一批经济效

益好、技术能力强、具有强链补链延链作用的新

材料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面向细分领域,以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生力军

为核心,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加快

引进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领域、创新能力强、盈
利能力好、增长速度快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厚植产业发展基础.

３完善新材料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围绕

铜基、铝基、锡基、钛基、锗基、硅基、铟基等重点

领域,支持龙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
型研发机构等联合,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生产

应用示范平台,大力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中试及

工程化试验等,加快新材料开发及产业化步伐.
支持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溢出科技

资源建立新材料性能测试评价公共技术平台,
为中小企业提供材料性能检测、质量评估、模拟

验证、数据分析、表征评价和检测论证等公共服

务.加快推进贵金属新材料基因工程建设,建
立国内权威的、以稀贵金属材料为重点的有色

金属新材料专业数据库平台、高通量计算平台、
高通量制备与表征平台,建设国家稀贵金属材

料基因工程融合创新中心,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和产学研合作,实现稀贵金属新材料技术创新

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
４打造新材料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以

滇中城市群为核心,建设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

铜基、锡基、钛基、锗基、硅基、铝基、铟基等新材

料产业基地.以昆明市为核心,联合曲靖市、楚
雄州、红河州等州、市,打造滇中稀贵金属新材

料先进制造业集群,争创全国规模最大、综合实

力最强、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稀贵金属新材料

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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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３－７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新材料产业重点布局示意图

　　(二)加快提升生物医药产业
充分发挥云南药用资源丰富、医药研发资

源富集和产业集聚成效明显等优势,以增加优

质品种、做强龙头企业、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产

业集聚、提升品牌影响力为抓手,促进生物制药

领先发展,加快现代中药转型发展,推动化学仿

制药突破发展,积极布局医疗器械,完善产业协

同创新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种,打
造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到２０２５年,力争

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
培育形成３－５个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将我省建设

成为全国重要的生物产业集聚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中药民族药领先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疫苗基地.
１ 创新发展以疫苗为重点的生物技术药

产业.依托昆明高新区、玉溪高新区等园区布

局发展生物技术药,大力开展生物疫苗、抗体药

物、生物类似药、细胞制剂,白蛋白、凝血因子、
免疫球蛋白等血液制品以及其他蛋白类、多肽

类、核酸类药物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巩固提升传统疫苗.加快发展多联多

价联合疫苗,促进生物疫苗上市品种升级换代.

———创新发展新型疫苗.加快核酸疫苗、
合成肽疫苗、基因工程疫苗、重组疫苗的关键技

术攻关与产业化,加快 mRNA 新冠肺炎疫苗

的研发生产,加大 mRNA 技术在传染病、遗传

病、罕见病、肿瘤等重大疾病防治方面的研发应

用.
———大力发展抗体、蛋白及核酸药物.大

力发展针对肿瘤、免疫系统、心脑血管和感染等

疾病领域的单克隆抗体药物、中和抗体、双特异

性抗体、抗体偶联药物、生物类似药、重组蛋白

药物、多肽药物、核酸药物.
———引进发展血液制品.着力发展凝血因

子、凝血酶、人血白蛋白、人纤维蛋白原、免疫球

蛋白等产品.
———加快发展动物疫苗.着力发展 A 类

疫病疫苗、多种动物共患病疫苗、牛病疫苗、羊
病疫苗、马病疫苗、猪病疫苗、禽病疫苗等动物

疫苗产品.
———积极发展细胞制剂.在法规政策允许

范围内,着力发展包括干细胞、免疫细胞等在内

的细胞治疗产品,着力推动临床级细胞产品及

衍生物的制备、质量检测、安全性评价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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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细胞治疗临床应用研究.
———推动疫苗产品国际化发展.鼓励企业

申报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开展新型疫苗产品

国外注册、推进产品国际化,打造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高端疫苗研发和制造基地.

２做优做精现代中药和民族药产业.以

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大理州、文山州、保山

市、普洱市、红河州等州、市为主,重点依托昆明

高新区、昆明空港经济区、楚雄高新区、大理经

开区、文山高新区、腾冲经开区等推进现代中药

和民族药转型发展.夯实中药质量基础,积极

发展新型中药饮片,加快发展院内制剂,着力打

造现代中药大品种.
———积极发展新型中药饮片.在昆明市、

楚雄州、文山州、昭通市、普洱市、保山市、丽江

市等道地药材主产区,布局建设国内一流的新

型中药饮片生产基地,大力发展中药配方颗粒.
加快培育一批中药饮片生产品牌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力争将１００个地方特色药材中药配

方颗粒标准纳入国家标准.创新发展“互联网

＋中医＋中药＋中医药健康服务”等平台经济,
以及“智慧药房”、“智慧医疗”等新业态模式,鼓
励建立线上就医平台,为患者精准提供中药配

方颗粒产品和服务.
———加快发展院内制剂.推动建立全省中

药院内制剂数据库,整合院内制剂资源,优化院

内制剂开发、生产、流通和应用环节,打造区域

性院内制剂研发生产中心,推动院内制剂在全

省范围内流通和应用,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加强对中医名方、验方院内制剂品种的挖

掘、整理和研究,支持以院内制剂为基础申报中

药新药.
———着力打造现代中药大品种.以三七系

列、灯盏花系列、天麻系列、重楼系列、美洲大蠊

系列、水蛭系列等优势产品为基础,以彝药、傣
药等特色民族药为突破点,加快培育现代中药

和民族药制剂大品种,着力打造一批中药和民

族药品牌产品,做大做强云药产业.以经典名

方、经方验方及院内制剂为基础,聚焦恶性肿

瘤、心脑血管疾病、新发突发传染病、艾滋病等

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开展覆盖预防、治疗、
康复全生命周期的中药和民族药创新药物和防

疫制剂研发.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开展物质基

础研究、中药安全评价、临床疗效研究,探索构

建中药新药研发的“中医理论—人用经验—临

床试验”三结合证据体系.推动现代生物技术、

先进制药工艺和制剂技术在现代中药研发中的

应用.
３加快发展化学药产业.依托昆明高新

区、安宁产业园区、玉溪高新区、瑞丽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思茅产业园区等加快发展化

学药产业.
———创新药、仿制药及新型制剂.鼓励企

业积极借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建立研

发生产“互联互通”合作机制,加速创新药、改良

型新药的产品化、市场化进程.大力引进仿制

药落地生产,推动企业布局发展首仿药,鼓励企

业积极拓展临床必需、疗效确切、供应短缺的仿

制药品种,探索建设仿制药研发生产国际合作

基地,推动化学药走高端化、绿色化发展道路.
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引导企业合理选择临

床需求稳定、增长潜力大的仿制药品种开展一

致性评价,支持企业围绕一致性评价品种进行

技术改造及产能提升.
———特色原料药.重点发展铂族原料药、

重酒石酸去氧肾上腺素、氢溴酸右美沙芬等特

色原料药,发展国际市场紧缺的中间体原料.
发展省内企业急需原料药及天然植物原料药,
加强“中间体＋原料药＋化学制剂”联合发展.
引进原料药绿色制造先进技术与设备,构筑化

学药高质创新发展新区域.
４积极布局医疗器械产业.依托昆明高

新区、昆明空港经济区、玉溪高新区等,布局发

展医疗器械产业,着力发展体外诊断试剂、家用

医疗器械、医学美容产品.
———体外诊断试剂.重点发展针对恶性肿

瘤、传染病、遗传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新型诊断

试剂和快速诊断试剂.大力发展免疫诊断产品

和分子诊断产品等体外诊断试剂.重点突破化

学发光、基因测序、定量基因扩增、染色体原位

杂交、低密度生物芯片、关键原材料等系列技术

和产品.
———家用医疗器械.抢先布局家用医疗器

械等新兴领域,聚焦血压血糖用品、呼吸机、理
疗仪、雾化器、冲牙器、轮椅、爬楼机等小型家用

医疗器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抢抓老龄化社

会机遇,大力发展居家养老监护设备,重点发展

智能轮椅、监护床、智能洗浴装置、智能便器等

新型适老化智能监测、康复、看护设备.
———医学美容产品.以发展新型复合与智

能生物材料为方向,研制可降解生物材料及其

衍生物,包括新一代医用透明质酸钠、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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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及其衍生物、胶原帖辅料系列产品.
５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种.以生

物技术药、现代中药、化学药、医疗器械为重点,
实施龙头企业引育工程,瞄准世界５００强、国内

医药工业１００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等区域行业领军企业开展精准招商,着力

引进一批大企业落户我省,带动全省生物医药

产业量质齐升;鼓励企业剥离整合周边业务,聚
焦核心业务,实现专业化分工;支持企业并购重

组,提升技术水平,实现集约发展;支持企业强

强联合,在全球范围布局研发、生产、营销基地,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实施品

种体系优化工程,着力支持企业做大独家品种、
特色品种规模,形成优势品种产业支撑;鼓励企

业收购国内外优质闲置品种,积极引进或自主

研发一批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在

我省落地生产.
６构建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体系.着力构

建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快产业公共

技术平台和专业技术联盟建设,加强高层次科

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

供强力支撑.支持生物疫苗和抗体药物技术创

新中心、现代中药和民族药公共研发平台、化学

仿制药公共研发平台、云南省生物资源数字化

集成中心(生物医药科学数据中心)、云南省未

来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干细胞制备和检测中心、
生物疫苗/血液制品批签发实验室等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争建国家级药物临床综合评价中心

和评价基地,突破产业发展重大核心技术,促进

科技成果本土转化,打造临床研究平台体系.
７ 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

加强生物医药产业专业化园区规划建设和功能

配套,加快形成以昆明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

为核心,玉溪高新区、楚雄高新区、文山高新区

等园区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昆明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为核心,推动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
文山州、保山市、普洱市等州、市加快构建跨区

域产业的集群合作机制,在新型疫苗、中成药、
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特色保健品、化学药

及医药中间体与原料药研发、生产、供应等方面

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助和协同创新,合力打造

产业互联、业务互通、资源互助、配套成链的国

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图表３－８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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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

以加快产业提质升级为核心,以产品技术

高端化、产品制造服务化、产业组织集群化、产
业发展国际化为发展方向,以培育核心企业、强
化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建设产业集群、打
造拳头产品为主线,着力打造装备制造主导产

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优势领域,积极培育装备

制造新兴领域,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推
动装备制造业集群融合发展.到２０２５年,力争

全省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突破１５００亿元,年
均增速保持在１５６％以上;培育形成一批装备

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

形成３－５个布局合理、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

显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１着力打造云南装备制造主导产业.紧

抓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综合物流基础

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新
型城镇化、国家经济走廊建设等带来的重大机

遇,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以新能源电池、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原电力装备、高原农机装

备、先进金属制品为重点,着力打造云南装备制

造主导产业.
———新能源电池.发挥材料领域优势,重

点依托曲靖经开区、玉溪高新区、安宁产业园

区、水富经开区等,布局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
重点支持曲靖市打造国内一流的新能源电池产

业基地、玉溪市建设高端储能材料和元器件产

业基地,昆明市、昭通市等州、市打造各有侧重、
特色鲜明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推动曲靖

市、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等州、市围绕新能源

电池产业链错位发展和差异化布局,实现产业

集聚.重点培育“磷酸—碳酸锂—磷酸铁锂—
储能或动力电池—梯次综合利用”为代表的磷

酸铁锂系电池正极材料全产业链条,支持“电池

级锰盐—三元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梯次综合利用”为代表的三元

系电池正极材料全产业链条加快发展.积极引

导磷酸铁锂等正极材料生产企业扩产扩能,有
序提升负极材料、电池集流体等生产供应和配

套能力,补齐电解液、隔膜等材料短板.支持引

进铝塑膜、电池结构件、补锂剂等电池细分领域

材(辅)料生产项目,推进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

项目建设,有序布局电池循环梯次综合利用.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点依托嵩明杨

林经开区、昆明高新区、昆明经开区、曲靖经开

区、大理经开区等,布局发展节能环保型乘用

车、商用车、专用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支持昆

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等州、市
结合实际引进建设配套产业,加快形成集整车

及零部件研发、制造、检测、服务为一体的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在整车方面,走差异

化产品竞争路线,重点发展适合云南及周边国

家和地区高原环境的纯电动轿车和SUV 等乘

用车、商用车;重点发展物流、观光、环卫、市政

等领域专用车;适时发展面向出口的高尔夫球

车和观光车等低速电动车产品;加快研制燃料

电池汽车,适时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
在零部件方面,对标国六标准,积极发展高效内

燃机及动力总成;利用省内铝材料产业优势,向
下游延伸布局铝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动力电

池方面,鼓励企业向电池总成拓展,支持动力电

池梯次产品在储能、备能、充换电等领域创新发

展;推动高集成化电驱动系统及零部件发展.
依托国内首个高原机动车试验室优势基础,积
极开展汽车试验、检测认证等服务.

———高原电力装备.重点依托昆明高新

区、嵩明杨林经开区、大理经开区、通海产业园

区等,布局发展高原电力装备产业,围绕云南及

周边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发展智能电

网及配套设备,风电、光伏光热发电等高端电力

装备.持续巩固提升大型节能高压电力变压

器,大截面、大跨距钢芯铝绞线,超高效铸铜转

子电动机、高原型智能开关成套设备、高倍聚光

光伏设备等高技术产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

造,面向新能源市场需求,加快发展光伏、风电、
智能电网等新能源成套装备.积极发展超高压

电力变压器、特种电缆、发电逆变装置等超特高

压交直流大型高效节能输变电成套设备,推进

高效节能高压电机、特种配套电机、智能电机等

关键核心设备研制.充分利用我省电力装备产

业链齐全、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比较优势,推动电

力装备企业抱团发展,开拓境外市场.
———特色农机装备.依托昆明市、曲靖市、

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大理州、保山市、德宏

州等州、市,加快布局发展高原农机装备产业,
为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装备技术支撑

和保障.重点发展适合云南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丘陵山地,满足耕作、栽插、中耕、植保、收获、秸
秆处理等作业的全流程农业机械装备.重点攻

关多功能、高性能作业装备技术,大力开展丘陵

山地、林业生产等专用装备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储备.加强马铃薯、三七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

研制及产业化,促进茶叶、核桃、咖啡、花卉等特

色农产品加工设备升级换代,推动全产业链智

—１６—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能化.重点突破农业装备数字化设计、可靠性

与自动监测、智能信息化等共性技术和重大产

品关键核心技术.
———先进金属制品.依托嵩明杨林经开

区、玉溪高新区、曲靖经开区、蒙自经开区、安宁

产业园区、禄丰产业园区等,布局发展先进金属

制品制造业.重点发展基于数字化设计、智能

化制造、自动化焊接等先进制造技术的新一代

绿色钢结构产品(包括钢结构厂房、钢结构民

居、钢混桥梁、装配式住宅、立体停车库等)、减
隔震产品、智能门窗、高级金属工具及配件、金
属日用品等.加快发展基于数字建模、３D打印

砂型模具、智能化浇铸和高效节能环保等先进

制造技术的新一代精密金属铸造产品.
２加快发展云南装备制造优势领域.结

合现有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技术引领为支

撑,以智能物流装备、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

机床、高效节能与先进环保装备等为重点,培育

云南装备制造优势领域.
———智能物流装备.依托昆明经开区、昆

明高新区、富民产业园区等,布局发展智能物流

装备.聚焦云南及周边地区交通枢纽节点、物
流枢纽节点等建设项目需求,大力发展适用于

车站、码头、机场、大型物流枢纽节点的智能物

流系统装备.围绕烟草、食品、快递物流等产业

需求,加 快 发 展 高 速 堆 垛 机、有 轨 制 导 车
(RGV)、自动引导车(AGV)、快速分拣机、智能

化高密度存储穿梭板等专业化物流系统装备.
面向食品冷链、医药、危化品等特种行业,发展

特种行业专用物流系统装备.根据不同行业需

求,研制物流专用及通用装备,开发智能化管控

系统,形成覆盖细分领域、全流程的物流成套技

术装备及系统解决方案.
———轨道交通装备.依托昆明经开区、安

宁产业园区,重点发展普通铁路、高速铁路及城

市轨道交通铁路等铁路养护机械,地铁车辆、轻
轨车辆、有轨电车等系列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整

机,大功率交流传动机车、客运电力机车等轨道

交通装备;突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用铝合金车

身、动力总成、高速动车组轴承等关键零部件;
布局轨道交通用数据采集通信系统和设备运营

维护管理系统;培育发展研究设计、检测检验、
运营管理、维修保养等增值服务业务.

———高档数控机床.依托昆明经开区、玉
溪高新区、曲靖经开区、禄丰产业园区等园区布

局发展高档数控机床产业链.加强机床装备产

业间协同,重点发展大型、精密、专用数控液压

机及锻压装备等基础制造装备以及精密数控磨

床、精密数控镗床等高端数控特种加工机床,着
力发展机床光机、大型铸件、机床齿轮等机床部

件及关键件,加快高档数控机床配套数控系统

的自主化应用进程.
———先进矿冶设备.依托昆明经开区、嵩

明杨林经开区、禄丰产业园区布局发展先进矿

冶装备.重点发展盾构机等工程机械,基于自

动控制技术的矿山机械成套设备,大型煤、磷、
盐和石油化工装备及泵阀,建材设备等.在工

程机械领域,重点利用我省城市轨道交通、高速

公路和铁路、水利工程等“五网”建设项目的实

施,推动大型盾构机“云南制造”持续加速.在

石油化工装备领域,重点发展和推广耐腐蚀耐

磨蚀耐高温脱硫泵、石油炼化泵、加氢进料泵等

系列产品.
———高效节能与先进环保装备.依托昆明

高新区、昆明经开区、嵩明杨林经开区、安宁产

业园区、鹤庆产业园区、富民产业园区、通海产

业园区等,布局发展高效节能与先进环保装备

制造业.高效节能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高效

锅炉窑炉、余热余压利用技术和设备、高效节能

电机、节能电气传动装备、高效生物质锅炉等产

品.先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大气污染

治理装备(含脱硫、脱硝、脱汞、除尘、尾气净化

等)、水污染治理装备(含城镇污水、有机废水、
化工废水等)、固体废物处理装备(含城市生活

垃圾、城市污泥、建筑废弃物、农药污染场地修

复等)、资源综合利用装备(含废弃电子产品及

污泥回收、废旧铅酸电子资源化利用等)、环境

监测仪器仪表等产品.
３积极培育云南装备制造新兴领域.在

现有技术基础上,紧密围绕国内外先进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趋势,积极培育云南装备制造新兴

领域.
———智能检测装备.依托昆明高新区、昆

明经开区、安宁产业园区布局发展传感器、机器

视觉、仪器仪表等智能检测装备.传感器方面,
重点发展基于红外测试与检测技术的传感器,
加快发展具有数据存储和处理、自动补偿、通信

功能的低功耗、高精度、高可靠的智能型光电传

感器、智能型接近传感器、高分辨率视觉传感

器、高精度流量传感器等新型工业传感器,满足

典型行业和领域的泛在信息采集的需求.机器

视觉方面,重点突破热成像分析检测技术、高光

谱成像分析检测技术、智能图像识别算法、深度

学习等关键技术,重点发展体温筛查检测、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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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检测、车辆识别、人脸识别等设备.仪器仪
表方面,重点发展高精度检测仪器、环境监测仪
器仪表、在线自动化检测设备.

———智能机器人.依托昆明高新区、昆明
经开区、安宁产业园区、曲靖经开区等,布局发
展智能机器人.面向制造业,大力发展焊接、喷
涂、装配、巡检等工业机器人;面向电力行业,加
快发展带电作业机器人、电力巡检机器人等;面
向公共安全及特殊环境需求,发展侦查安检、安
保巡逻、排爆销毁、破障处置、消防和应急救援
保障等特种机器人,水面水下机器人;面向医疗
健康、商业服务、家居生活等领域,发展医疗康
复、检查及维修、专业清洁等服务机器人.在关
键零部件领域,发展高性能机器人专用伺服电
机和驱动器、高精密减速器、编码器、智能型机
器人控制器等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提升产业支
撑能力.

———通用航空装备.依托玉溪高新区、红
河综合保税区、昆明空港经济区等,加强与国内
外航空企业的对接,以委托加工、来料加工、合
作开发等方式进入通航飞机配套产业链;不断
完善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培育通航市场、壮大通

航运营业务,提升通航装备研发制造水平.
４主动承接发达地区装备制造产业转移.

围绕重点产业布局,推动各地加快对接和承接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先进装备制
造业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潜
力,以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更精准方式推进产
业链招商,以市场需求、项目机会、配套措施等
吸引集聚更多优质企业落地发展.重点引进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智能物流装备、高端电力装
备、先进农机装备、通用航空装备、智能检测装
备、智能机器人等整机及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
方面的优质企业,助推全省装备制造业提质升
级.

５推动装备制造业集群融合发展.引导
产业园区聚焦主责主业,按全产业链发展思路
推进特色产业建链补链强链,打造一批市场前
景好、创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的装备制造产业
链.鼓励园区因地制宜推进产业集群融合发
展,通过搭建平台、组建联盟等多种形式,引导
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强化研发设
计服务与制造业有机融合,深化制造业服务业
与互联网创新融合.

图表３－９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装备制造业重点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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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培育壮大电子信息制造业

紧抓全球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入推进、电子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和国内外电子信息产业梯次

转移不断加速的发展机遇,以推动全省电子信

息制造业跨越式发展为核心,以做优环境、做强

企业、做长链条、做优配套、做大规模为主线,以
绿色化、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为发展

方向,优化电子信息产业布局,大力承接电子信

息产业转移,加快培育骨干企业,全链条发展电

子信息制造业,打造千亿级电子信息制造业集

群.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

总产值突破２０００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３０％
以上;培育形成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

项冠军,培育形成３－５个布局合理、特色鲜明、

集聚效应明显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１优化电子信息产业布局.以昆明市、曲
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德宏州、保山市

等州、市为主,布局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依托昆

明高新区做强上游电子浆料、电子信息材料产

业,建设集大尺寸单晶硅片生产、半导体分立器

件芯片生产、半导体封装测试、智能终端制造等

为一体的集成电路产业和半导体元器件配套产

业.依托昆明经开区、昆明空港经济区、玉溪高

新区等,打造全国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微
型显示器生产基地.以曲靖经开区、禄丰产业

园区、保山产业园区、华坪产业园区、蒙自经开

区、安宁产业园区等为主,加快发展硅光伏和锂

离子电池产业.以昆明经开区、昆明空港经济

区、玉溪高新区、蒙自经开区、瑞丽国家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盈江产业园区、砚山产业园区为

主,积极发展智能穿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
视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探索发展无人机等专用

电子产品,打造差异化、品牌化、高端化的智能

终端产业.

２大力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围绕产

业布局,推动各产业园区加快对接和承接发达

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转移,以更优越的营商环

境、更良好的配套服务、更具有竞争力的要素成

本等吸引集聚更多优质企业落地云南发展.重

点引进新型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
一代集成电路、显示器件、半导体照明器件、光
电子器件制造,新一代通信设备制造,新型计算

机及外围设备、工控机及系统、信息安全设备制

造,助推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做长链条、做大规

模.

３全链条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聚焦重

点领域,以产业链招商和骨干企业培育为抓手,

全链条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打造“关键

电子材料研制—半导体分立器件生产及测试封

装—智能终端制造”集成电路产业链.加快发

展“原材料提纯加工—显示器件材料制备—显

示元器件制造及封装—显示终端集成制造”新
型显示器件产业链.深入推动硅光伏、锂离子

电池、智能消费电子产品、通信产品、计算机及

外围设备等细分产业专业化集聚发展,推进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协同创新、联动发

展.

４着力打造千亿级电子信息制造业.围

绕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领域,实施龙头企业引

育工程,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综合

效益好、带动作用大的龙头骨干企业,增强产业

带动和支撑能力.针对薄弱环节,加强产业链

招商,着力引进具有强链补链延链作用的优质

企业,增强产业配套能力.面向细分领域,实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加快培育专注于

细分领域、创新能力强、盈利能力好、增长速度

快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壮大产业发

展新动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

用,积极吸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政府部门＋
集群促进机构＋大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金融

＋中介”集群合作与治理机制,推动龙头企业、

科研机构溢出优势资源,搭建协同创新中心、公
共技术平台,打造贯穿整个产业链的创新生态

系统,加快产业技术创新演进升级,推动产业价

值链向中高端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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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３－１０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产业布局示意图

四、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紧跟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紧扣

全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三张

牌”的战略部署,紧贴全省制造业的整体功能布

局、发展需要和现实基础,以“现有产业未来化”
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要方向,以“有中生

新”和“无中生有”为突破口,以产业集群、创新

平台、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为依托,以加速产业

技术创新演进升级和前沿科技产业化为抓手,
遵循新兴产业发展基本规律,前瞻性布局一批

关联性强、带动作用大、产业化前景好的未来产

业,推动全省制造业逐步由全面“跟跑”向部分

“并跑”、“领跑”转变,培育壮大区域经济未来竞

争优势.
(一)生命科学产业

围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突飞猛进并加速

向多个应用领域渗透和交叉融合发展,基因编

辑、生物成像、光遗传学、单细胞测序与分析、合
成生物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生物材料３D打

印等技术日趋成熟,并逐步向数字化、平台化和

工程化发展,且应用转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发展

趋势,顺应人口结构变化、疾病谱变化、消费结

构升级等多重因素加速推动生命科学产业化的

潮流,以新型疫苗、基因和干细胞应用、人体组

织再生医学、高性能医疗器械、精准医疗与健康

服务等为重点,前瞻布局生命科学产业.
以昆明高新区、玉溪高新区等为载体,建设

全球疫苗产业创新中心、国际疫苗产业基地、细
胞产业集群创新园与技术转化中心、人体再生

医学应用研究中心、精准医疗产业园,打造生命

科学产业新高地.优先发展新型疫苗、基因工

程药物、细胞治疗药物和抗体药物等产品.重

点开发用于重大疾病和多发性疾病治疗的重组

蛋白质、疫苗、单克隆抗体等生物技术药物.积

极开发精准医学检测试剂、个体治疗药物等医

药产品,以及无创产前诊断、胚胎植入前筛查、
遗传病检测、免疫系统评价、肿瘤个体化诊断与

治疗等精准医疗服务,积极培育发展智能诊断、
智能治疗、智能养老、智能健康服务等新业态、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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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沿材料产业

立足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围绕新材料转

化应用的发展趋势,培育发展一批前沿材料,打
造一批有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产品,力争

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１石墨烯基新材料.以曲靖经开区、水富

经开区、昆明高新区、昆明经开区、蒙自经开区

等为载体,布局发展超高纯石墨烯粉末、石墨烯

散热材料、石墨烯发热膜、石墨烯导热复合材

料、石墨烯红外探测材料、石墨烯贵金属电接触

材料和电子器件材料、石墨烯改性电池、石墨烯

改性无纺布、石墨烯改性防腐涂料等产业.围

绕“料、材、器、用”等环节,加快形成较有特色的

产业创新发展技术支撑体系.重点开发千吨级

石墨烯粉体、纳米级石墨烯片、百万平米级石墨

烯薄膜的低成本生产技术,开发生产专用型石

墨烯浆料和粉体产品、石墨烯改性材料与创新

元器件,积极发展面向储能、光电、传感器、电
力、医疗、抗重金属污染海洋防腐等应用的石墨

烯基新材料.

２新一代液态金属.结合现有产业基础

和优势,以宣威经开区等为载体,培育和发展新

一代液态金属产业.重点开发技术性能更好、
综合性价比更高、市场前景更加广阔的新一代

液态金属导热材料、液态金属电子浆料、液态金

属电子油墨、液态金属合金材料、液态金属３D
打印材料、液态金属生物医学材料等前沿新材

料.

３３D打印用合金粉末.以禄丰产业园区、
安宁产业园区、昆明高新区、蒙自经开区等为载

体,培育发展技术性能先进的３D 打印用球形

钛粉及钛合金粉、不锈钢系列粉体、贵金属合

金、镍基合金、钛基合金、高温合金粉末等金属

粉末.

４新一代半导体材料.以昆明高新区、昆
明经开区、昆明空港经济区、玉溪高新区等为载

体,培育和发展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结合已有

基础,优先发展碳化硅和氮化镓等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新型硅基集成电路材料、１２英寸硅抛

光片和８－１２英寸硅外延片、锗硅外延片等半

导体材料.积极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新

型研发机构,发展超净高纯试剂、电子气体、高

纯金属有机源、光刻胶、掩膜版、抛光材料、靶材

等半导体材料.

５先进高分子材料.以水富经开区、安宁

产业园区、蒙自经开区、禄丰产业园区等为载

体,培育和发展先进高分子材料.充分利用化

工原料优势,围绕国防、高铁、汽车、船舶、航空

航天、生命健康等领域需求,发展具有特殊性能

和用途、能适应苛刻条件的先进高分子材料.

６先进功能膜材料.以昆明高新区、安宁

产业园区、蒙自经开区、水富经开区等为载体,
积极引进优质企业,培育发展新一代水处理膜、
电子薄膜、光学薄膜等高性能功能膜材料.优

先发展技术性能领先的微滤膜、超滤膜、纳滤

膜、反渗透膜、离子交换膜等水处理薄膜产品.
加快发展具有低吸湿性、高耐候性、高阻气性、
低介电常数特点的液晶聚合物(LCP)电子薄

膜,满足５G 通讯等高频应用场景需求.重点

开发面向燃料电池、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高

性能离子交换膜材料、纳米纤维隔膜材料.积

极开发石墨烯远红外电热膜、石墨烯柔性显示

膜.培育发展技术性能领先的反射膜、扩散膜、
增亮膜、量子点膜等光学薄膜.

(三)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业

立足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紧扣

全省制造业功能布局,按照“适度超前、相互衔

接、努力可及”的原则,找准发展方向,着力引进

和培育一批高端装备制造优质企业,部署实施

一批重大项目,培育打造一批拳头产品,努力推

动云南装备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１智能网联汽车.紧跟智能汽车创新发

展战略,以嵩明杨林经开区、昆明高新区、昆明

经开区、曲靖经开区、大理经开区等为载体,着
力引进一批知名企业和研发机构,培育发展智

能网联汽车.

２先进增材制造装备.结合全省新材料、
前沿材料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以昆明高新

区、昆明经开区、玉溪高新区等为载体,培育和

发展先进增材制造装备业.重点引进和发展关

键技术自主可控的钛合金、高强合金钢、高强铝

合金、高温合金、贵金属合金、镍基合金及非金

属工程材料与复合材料等高性能构件的高效增

材制造工艺、成套装备、专用材料及工程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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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积极发展激光、电子束、离子束及其他能

源驱动的主流工艺装备.

３新型储能产品.发挥绿色能源新优势,
结合全省硅光伏、锂离子电池等产业布局,以曲

靖经开区、保山产业园区、蒙自经开区、安宁产

业园区等为载体,培育发展新一代规模储能装

备.重点发展规模储能用锂离子电池、铅碳电

池、液流电池、钠离子电池、金属空气电池、压缩

空气储能、飞轮储能与大容量超级电容储能等

储能装备.

４新型智能化养殖生产作业装备.围绕

全力打造“绿色食品牌”的目标要求,以昆明高

新区、昆明经开区、玉溪高新区等为载体,培育

发展智能化养殖生产作业装备制造业,加快高

原特色农业现代化步伐.以提高设施畜禽、水
产养殖产能和品质为核心,开展畜禽、水产及特

种动物等养殖环境测控、疫病及生长健康状况

检测、种群及商品化生产智能管理等技术及系

统研究;开展养殖场饲料精准配制、智能化精准

饲喂、个体精量饲喂、智能清扫及防疫消毒、自
动巡检、养殖产品自动化采收及输运、智能化挤

奶装(设)备和系统研发;开展废弃物自动化转

运及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备研发,构建绿色高

效养殖智能技术及装备体系.

５智能农业作业机器人装备.围绕未来

农业生产方式需求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趋势,结合全省装备制造业的布局,以昆明高

新区、昆明经开区、玉溪高新区等为载体,积极

培育发展智能农业作业机器人装备制造产业,
助力打造“绿色食品牌”.着力引进一批知名企

业和研发机构,推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产学研平台联合开展人机物交互系统、通讯及

安全控制、边缘协同、高精度靶向识别及路径规

划、高速高精度驱动及柔性灵巧末端作业机构

研究;联合开展环境和作物生长自动巡检、精准

播种、精准栽植、精准施肥施药,以及果蔬采收、
智能转运及分拣分选等作业机器人研发,支撑

智慧农业农村生产发展.

图表３－１１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未来产业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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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力支撑打造“三张牌”

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聚焦重

点,发挥优势,全力支撑打造“绿色能源”、“绿色

食品”和“健康生活目的地”新优势,持之以恒推

动“三张牌”走深、走精、走长,把“三张牌”新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一、全力支撑打造“绿色能源牌”
以增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支撑能力、推动

制造业与绿色能源协调发展、推进绿色制造与

绿色能源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绿色硅

产业、高水平打造绿色铝产业为抓手,全力支撑

打造“绿色能源牌”,创建绿色能源与绿色制造

融合发展示范区.
(一)增强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支撑能力

紧跟全省关于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国
家石油炼化基地、区域国际能源枢纽“两基地一

枢纽”的战略规划和关于加快电网基础设施、油
气基础设施建设的安排部署,紧扣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率的建设要求,以重大项目和基础性、
关键性、共性需求为牵引,以加强供需对接和资

源整合、加大项目支撑和技术保障、提升产品质

量和服务能力为主线,加快提升全省制造业对

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能力.
聚焦装备制造(包括水利、电力、光伏、储

能、测量仪器仪表、过程控制系统等装备及零部

件)、建材加工(包括水泥、钢结构、大型混凝土

预制件、新型墙体材料、防水材料等)两个领域,
着力培育和引进一批优秀企业、优质产品,积极

构建全省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品库,
引领全省企业加快提升对大型水电、风电、光伏

发电、石油炼化基地及跨省跨国智能电网、输油

管网等建设项目的支撑能力.
(二)推动制造业与绿色能源协调融合发展

围绕“一手抓绿色能源、一手抓绿色制造”
的工作思路,以严控新增高耗能项目、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为抓手,推动绿色制造

与绿色能源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大力提升资源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持续巩固提升我省绿色能

源新优势.
发挥绿色能源优势,推动制造业优化布局、

完善配套、延伸链条、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加快

建设以绿色铝、绿色硅等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

集群,推进绿色制造与绿色能源产业链深度融

合、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努力把云南绿色能源优

势转化为绿色制造优势、绿色产业优势、绿色发

展优势.
(三)高水平打造绿色铝产业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循环的发展

理念,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链条延伸、深化创

新驱动为主线,打造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铝产业链,建设

中国绿色铝谷,实现云南铝产业在绿色发展、规
模体量、精深加工、研发创新等方面跻身全球产

业制高点.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铝产能转化率

和再生铝比例取得较大提升,推动铝制品加工

能力突破６００万吨,绿色铝产业链工业总产值

达到２５００亿元;推动建设２－３个绿色低碳铝

产业园区,引领铝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

延伸.
１优化产业布局.依托昆明经开区、昭阳

经开区、富源产业园区、砚山产业园区、蒙自经

开区、鹤庆产业园区等,集中布局绿色铝产业基

地,加快高端铝产品项目招引和建设,推动电解

铝向铝加工延伸,提升再生铝发展水平,构建完

善“电解铝—铝加工—铝应用—再生铝”循环经

济产业链.推动各园区积极优化产业结构,错
位发展建材用铝、交通用铝、电子电气用铝、家
居生活用铝和市政设施用铝、包装用铝、工业用

铝等产业,延伸发展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铝配

件等下游精深加工产业,加快形成区域间良性

互动、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协同发展格局.
２强化链条延伸.积极引进培育铝合金

材料设计、加工、制造、应用等领域的优势企业,
持续推动铝产业从原材料生产向新材料研制提

升,由材料加工向装备制造迈进.推动各个园

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大力推广铝水直

接供应铝制品加工厂的模式,增强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间的协作配套,丰富高端铝材种类,拓展

下游应用领域,大幅提升铝材精深加工的深度、
广度以及产品附加值.

３深化创新驱动.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研

发机构,以云南省铝工业工程中心等为依托,构
建完善绿色铝研发创新体系,建设国家级创新

平台,针对制约绿色铝产业发展的高端精深加

工和赤泥、铝灰、大修渣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等基础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问题展开联合

攻关.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制造、５G智慧工厂试

点示范,着力提升企业在工艺优化、节能减排、
质量控制与溯源、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智能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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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４－１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绿色铝产业布局示意图

　　(四)高质量发展绿色硅产业

紧抓全国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利时

机,发挥云南绿色能源优势,以打造国内领先的

硅产业链为核心,以优先补齐硅光伏产业链、着
力构建硅化工产业链、大力培育硅电子产业链、
加快拓展光伏应用产业链、不断增强研发创新

能力为主线,高质量发展绿色硅产业,打造光伏

之都.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多晶硅产能达到

２０万吨,单晶硅棒产能达到２００GW,单晶硅片

产能达到２００GW,电池片产能达到７０GW,组
件产能达到３０GW,有机硅单体产能达到１２０
万吨,绿色硅全产业链工业总产值突破２５００亿

元.
１优先补齐硅光伏产业链.依托曲靖经

开区、禄丰产业园区、保山产业园区、华坪产业

园区等,打造绿色硅光伏产业基地.积极引进

下游光伏组件、太阳能电池等生产企业,构建完

善“光伏级多晶硅—单晶硅—硅片—电池片—
组件”硅光伏产业链,在省内建立配套完备的供

应链体系,做强做大硅光伏制造产业.充分利

用全省光伏组件等产能优势,探索发展光伏＋
５G通信、光伏＋储能、光伏＋新能源汽车、光伏

＋建筑、光伏＋制氢等多元化新应用场景,着力

构建“绿色能源—绿色硅光伏组件—绿色光伏

应用”循环经济产业链,进一步打响“绿色能源

牌”.
２着力构建硅化工产业链.依托曲靖高

新区、昭阳经开区、保山产业园区等,建设绿色

硅化工产业基地,打造以有机硅单体为基础,硅
烷、硅油、硅橡胶、硅树脂、白炭黑等下游产品为

延伸的绿色硅化工产业链.
３大力培育硅电子产业链.依托昆明高

新区、曲靖经开区、昆明经开区等,发展以电子

级多晶硅、单晶硅和碳化硅制备技术开发和量

产为核心的硅电子产业,打造绿色硅电子产业

链.
４不断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加快构建完

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

合的绿色硅产业研发创新体系.不断深化与国

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和知名企业

的技术合作,积极引进高水平专家和团队,组建

绿色硅产业研究院,建设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
持续推进硅光伏、硅化工、硅电子等领域的研发

创新与技术攻关,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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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４－２　云南省“十四五”时期绿色硅产业布局示意图

　　二、全力支撑打造“绿色食品牌”
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全省绿色

食品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为核心,以强基础、促
融合、建链条、补短板、提质量为主线,以增强农

业装备现代化支撑能力、提升农产品精细化综

合加工水平、推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发展为抓手,全力支撑打造“绿色食品

牌”.
(一)增强农业装备现代化支撑能力

高度重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
绿色食品产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紧扣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迫切需要,聚焦“绿色食

品牌”重点产业方向及农机装备需求,推动滇中

地区及产业基础较好的州、市分工协作,加快建

设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农机装备产业园,着力

引导现有农机企业进区入园,大力承接发达地

区农机装备产业转移,积极对接农机装备技术

成果转移转化项目,加快构建集农机装备研发、
生产、测试、推广、服务等为一体的产业集聚区,
打造一批省级农机装备技术创新平台,以更有

力、更精准、更有效的举措支持全省农机装备产

业创新发展.
以产业园区为依托,优先发展一批适宜我

省丘陵山坡地特色经济作物的高原山地农机装

备,加快发展适宜我省高标准农田的水稻精准

育秧移栽与智能田间管理装备,重点研发适合

我省的智能养殖生产装备,积极开发智能农业

作业机器人装备.加快构建全省农机装备重点

产品库,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

升级,为全省绿色食品产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

撑.
(二)提升农产品精细化综合加工水平

围绕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和“绿色食品牌”重
点产业方向,统筹农产品产地、园区、销区和商

贸物流节点等布局,着力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
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等产业.推动农产品初

加工向产地下沉,与农户结合;推进农产品精深

加工向园区集中,与销区联动;加快形成农产品

生产与加工、企业与农户、产品与市场协调发展

的格局,持续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

用、多环节增值.
１积极拓展农产品初加工.结合“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以及综合交通条件、物流节点

布局,积极引导和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重心下

沉,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养殖业发展优势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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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布局农产品初加工

产能.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因地制宜发展

农产品原产地初加工,减少农产品的运输环节、
物流成本和产后损失,延长农产品供应时间,提
高农产品的质量效益.针对果蔬类、菌类、奶
类、畜禽类及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重点发展预

冷、保鲜、冷冻、清洗、分级、分割、包装等仓储设

施和商品化处理,实现减损增效.针对粮食等

耐储农产品,重点发展烘干、储藏、脱壳、去杂、
磨制等初加工,实现保值增值.针对食用类初

级农产品,重点发展发酵、压榨、灌制、炸制、干
制、腌制、熟制等初加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针对棉麻丝、木竹藤棕草等非食用类农产品,重
点发展整理、切割、粉碎、打磨、烘干、拉丝、编织

等初加工,开发多种用途.
２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农产品加

工专用原料基地、农产品初加工产能布局,推动

农业大县牵头建立绿色食品加工园区,着力引

导周边农产品加工企业聚集发展,强化原料、初
加工、精深加工环节的衔接.推动农产品加工

企业综合应用现代生物、工程、环保、信息等技

术,加快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开发营养均

衡、养生保健、食药同源的加工食品和物美质优

的非食用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

空间.支持企业发展农产品精细加工,推进新

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高效分离、清洁生产、智
能控制、形态识别、自动分选等技术升级,利用

专用原料,配套专用设备,研制专用配方,开发

类别多样、营养健康、方便快捷的系列化产品.
支持企业推进农产品深度开发,创新超临界萃

取、超微粉碎、生物发酵、蛋白质改性等技术,提
取营养因子、功能成分和活性物质,开发系列化

的加工制品.
３推进综合利用加工.鼓励绿色食品加

工和大型农业企业加快推进加工副产物循环利

用、全值利用、梯次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化害为

利.支持企业采取先进的提取、分离与制备技

术,推进稻壳米糠、麦麸、油料饼粕、果蔬皮渣、
畜禽皮毛骨血、水产品皮骨内脏等副产物综合

利用,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等新产品,提升加工

副产物的利用价值.
(三)推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发展

以绿色食品加工园区为依托,以提升载体

能力、培优龙头企业、做大产业集群、做优品牌

体系为主线,推动全省绿色食品产业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发展.
１提升载体能力.推动各地加强绿色食

品园区规划建设,完善仓储物流、供能供热、废
污处理等配套设施,强化科技研发、融资担保、
检验检测等服务,打造产加销贯通、贸工农一

体、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不断

提升产业发展支撑能力,形成绿色食品产业增

长极.
２培优龙头企业.以绿色食品加工园区

为载体,以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支撑,以省级专项

支持政策为牵引,持续引进和培育一批省内外

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围绕“绿色

食品牌”重点产业,投资建设种植(养殖)基地、
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冷链物流基地及相应

的设备设施.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选择一批

产业链条长、产品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品
牌影响力大的本土农业“小巨人”和龙头企业予

以重点扶持.支持企业对上游农业生产和相关

配套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同类企业强强联合,培
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带动作用的

大型企业集团,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积极引进国内外５００强企业中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关联企业、配套企业和研发机构来滇投

资,设立区域总部、生产加工基地、研发中心.
通过持续引入新企业、带来新理念、促进新发

展,提升云南食品行业整体水平.
３做大产业集群.围绕“绿色食品牌”重

点产业方向,以特色产业链为主线、龙头企业为

引领、上下游配套企业及各类市场主体为支撑,
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创新能力强、联农带农紧

的绿色食品全产业链.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广大农民跟进,科研、金
融、互联网、品牌创意机构参与,组建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引导联合体找准高成长性、高关联

性、高盈利性、多层次性、多业态类型的产业,建
设标准化原料基地、集约化加工链条、网络化服

务体系、品牌化营销渠道,形成完整完备的绿色

食品全产业链.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
推进特色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促进多主体分

工协作、多要素投入保障、多层次利益协调、多
政策配套服务,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拓展

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做强做大产业集群.
４做优品牌建设.按照“有标采标、无标

创标、全程贯标”要求,以质量信誉为基础,创响

一批绿色食品知名品牌,扩大“云品”市场影响

力.坚持以产品为主线、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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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我省绿色食品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及有

关标准综合体,提升按标生产水平.大力推进

两个“三品一标”,在产品方面,大力发展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

格证制度;在生产方式上,推动品种培优、品质

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全面推行从环

境评估、品控管理、产品检验、包装标识等全过

程质量保障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争做标准“领跑

者”.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将经营理念、企业文

化和价值观念等注入品牌,实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加强责任主体逆向溯源、产品流向

正向追踪,推动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对接、信息共享.打好“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组合拳.持续开展云南省“１０
大名品”、“１０强企业”、“２０佳创新企业”评选.
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大线上线下推广,不断提升

云南名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积极拓展线上销

售渠道,扩大云南“绿色食品牌”网络市场占有

率和品牌影响力.
三、全力支撑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
以增强康养基础设施建设支撑能力、提升

特色旅游消费品制造业发展水平、推动制造业

与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为抓手,全力支撑打

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
(一)增强康养基础设施建设支撑能力

紧跟全省关于“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澜沧

江沿岸休闲旅游示范区、昆玉红旅游文化带、沿
边跨境文化旅游带,打造国际康养旅游示范区”
和“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

假区,建设国际健康医疗城,建设森林养生公

园、湖滨康养度假区、温泉康疗综合体和高端养

老生态社区,建设国际一流高原体育训练基地

群和研学科普基地,全产业链打造健康产业”的
规划部署,紧扣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

方向,以加强供需对接和资源整合、加大项目支

撑和技术保障、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为主

线,着力提升全省制造业对康养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撑能力.
聚焦装备制造和建材加工两个领域.优先

发展旅游景区钢结构住宅、旅游观光桥梁、智慧

灯杆、智能景观设备、电动平衡车、旅游观光车、
游轮游艇、游乐设施、索道缆车、低空飞行器等

旅游装备制造业,打造集研发、制造、零部件配

套及营地运营等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加快提升

建材产业,重点对接和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所需水泥、大型混凝土预制件、玻璃、陶瓷地砖、
卫生洁具、新型墙体材料等建材产品,有效缩短

运距和减少成本.着力构建全省旅游装备制造

重点产品库,促进装备制造业与文化旅游业融

合发展.
(二)提升特色旅游消费品制造业发展水平

以不断丰富和拓展云南文化旅游产业的内

涵与外延为核心,以旅游纪念品、特色食品、道
地中药材、高端日化品、旅行用品为重点,以推

动构建云南省旅游消费品品牌认证体系,增强

本土旅游消费品品牌辨识度、信誉度和关联度

为突破口,提升全省特色旅游消费品制造业发

展水平.
１做优旅游纪念品制造业.以提升云南

文化旅游形象和工艺美术产品发展水平为核

心,以深挖民族民间文化元素、突出地域特色、
强化品牌意识、加快融合发展为主线,以雕塑工

艺品、金属工艺品、漆器工艺品、花画工艺品、天
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抽纱刺绣工艺品、地毯

挂毯、珠宝首饰、民间工艺品、民族饰品等为主

要内容,以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为主攻方向,
做优全省旅游纪念品制造业.在保护多样性和

独特性基础上,引导企业加快工艺美术产品与

创意设计、现代科技和时代元素融合,加强新工

艺、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增加文化含

量和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企业深

挖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特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力传承提升传统金银、斑铜、乌铜、木器、漆
器、陶器、玉器、藤竹草编、扎染蜡染织锦等“金
木土石布”民族民间工艺品发展水平.支持企

业充分发掘云南标志性旅游景点、山水风光、民
族风情、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题材

价值,开发系列化、品牌化、特色化工艺美术产

品,不断提升云南旅游纪念品的文化内涵与价

值.到２０２５年,力争云南旅游纪念品制造业工

业总产值突破５００亿元.
２做大特色食品和旅行用品制造业.以

深挖云南地方美食特色、提升产品档次与质量

水平、加强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完善线下体验与

线上销售渠道、推进品牌认证与关联发展、强化

食品安全管理为着力点,以省内各旅游景区、美
食街、交通枢纽、会展平台和省外境外云南名优

产品体验馆为支撑点,以龙头企业带动、骨干企

业培育、特色产品打造为主线,引导企业大力发

展“云茶”、“云花”、“云酒”、“云咖”、“云饼”、“云
菜”、“云腿”、“云果”等绿色食品工业,推进云南

—２７—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美食品牌、网红产品关联发展,推动云南特色食

品产业量质齐升.围绕全省旅游景点景区布局

和游客需求,以提升旅行用品保障能力和扩大

云南旅游产业规模效益为核心,以酒店用品、户
外服装鞋帽、游泳装备、徒步运动装备、登山攀

岩运动装备、水上运动装备、个人救生防护用品

等为发展方向,以加强产业招商引资、加快承接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支撑,推动滇中地区和沿

边地区结合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旅行用品制造

业.
３做精高端日化品和道地中药材.依托

云南多样性生物资源,以专业化、品牌化、高端

化、国际化、时尚化为方向,推动企业做精化妆

品、口腔清洁用品、香料香精等高端日化品产

业,做强三七、天麻、石斛等道地药材.
(三)推动制造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不断增强制造业对

康养基础设施建设、特色旅游消费品生产供应

的支撑能力,增加高品质供给,满足多元化、个
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云南康养及文

化旅游产业的价值与内涵,助推旅游产品由观

光型向文化体验、休闲度假、高品质消费等复合

型旅游升级,消费结构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优化.深入推进绿色制造与节能减排,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为全省康养及文化旅游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发挥康养

及文化旅游产业优势,以不断增长的客流和消

费需求,带动制造业协同发展.

第五章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

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的要求和安排部署,以夯

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

体,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政策协同

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

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

作相促进,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
一、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一)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坚决破除制约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全面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大力培育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照后减证”,持
续开展减证便民,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优化企业开办服务,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

程网上办、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承诺制、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便利化、电子营业执照等改革事项.
深入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投

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

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全

面落实放宽民营企业准入的政策措施,在市场

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一视

同仁.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支撑体系,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政策倾斜和要素保障.建立清理和防

止拖欠账款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部门和国有

企业拖欠失信成本.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检
验检测、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一批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完善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体系,强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支撑和服

务保障.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充分激发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推动民营企业

在新发展格局中开拓新局面,引导民营企业走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树牢抓发展必须抓产业、抓产业必须抓市

场主体培育的鲜明导向,以保存量、扩增量、提
质量为重点,以各地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为重

要载体,实施市场主体培育计划.健全完善市

场主体培育引进机制,大力引进外地企业,着力

培育本土企业,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不断提高市场主体活跃度和存活率,让
市场主体多起来、活起来、大起来、强起来,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增添活力.
(二)大力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认真落实产业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围绕

着力构建现代制造业体系,加快推进实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计划,推动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量质齐升.通过重点项目投产纳规新建

一批、促进小微企业成长“小升规”新增一批、招
商引资储备一批、纾困解难稳住一批,加大财政

资金、融资、税费支持力度,大幅提高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到２０２５
年,力争全省工业企业达９８万家,年均增长

１４％,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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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年均增长１１％.先进制造、电子信息制造、
生物医药、新材料、绿色能源、绿色食品、消费品

等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明显增加.
(三)加快培育制造业优质企业

围绕全省制造业主导产业重点领域,遵循

企业成长基本规律,按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

业—隐形冠军—省级单项冠军—行业单项冠

军—行业领军企业”发展路径,推动构建云南省

制造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分类别、按梯度

完善政策措施,构建从支持对象遴选、入库培

育、成长扶持到成熟壮大的制造业企业梯度培

育机制.面向全省开展制造业优质企业梯度培

育工程,组织各地定期梳理企业发展情况,统一

建立梯度培育储备库,推动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加快成长升规入统,引导规模以上企业做精主

业成为隐形冠军,支持隐形冠军做强主导产品

成为省级单项冠军,支持省级单项冠军进一步

完善主导产品、开拓市场、扩产提能成为行业细

分领域单项冠军,支持单项冠军整合资源、完善

链条、扩大市场成为领军企业.围绕全省制造

业,加快形成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
天立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快速涌现的发展格局,不断提升云南制造业增

长动力.
(四)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深度融合,推动大

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定制化服务、共享制造、
供应链管理、生产性金融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
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共赢格局.推进大中小企

业融通特色载体建设,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发挥

资本、品牌和产供销体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打
造创新创业载体平台,开放共享资源,带动全行

业创新、制造、服务能力提升.

专项工程１　制造业优质企业培育工程

　　１ 加快推进“小升规”.统筹建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库,加强政策引导,加快推动中小企业升规入

统.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７５００家以上,其中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６５００
家.

２ 积极培育隐形冠军.统筹建立全省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培育库,加强统计监测和精准服务,推动符合条

件的企业加快成长为隐形冠军.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力争培育形成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１亿元、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

位居省内市场前３位或国内市场前５位、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３％、发明专利不少于１项的

隐形冠军企业２００家以上.
３ 着力培育省级单项冠军.统筹建立全省制造业省级单项冠军培育库,加强分类指导和项目扶持,加快推

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成长为省级单项冠军.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力争培育形成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５亿元、主导产品市

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市场前３位、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３％、发明专利不少于５项,且获得省

级专项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１００家以上.
４ 聚力打造行业单项冠军.围绕重点产业,以省级单项冠军为基础,建立行业单项冠军培育库,统筹科技

创新、人力资源、现代金融等要素资源,加强技术支撑和精准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加快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成长

为行业单项冠军.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培育形成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１０亿元、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国际市场前３
位、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３％、发明专利不少于１０项,且获得国家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

５０家以上.
５ 全力塑造行业领军企业.围绕重点产业,以行业或省内单项冠军企业为基础,统筹建立全省制造业行业

领军企业培育库,全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形成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处

于省内同行业领先、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１００亿元、产业链上下游省内配套企业不少于１０家且长期配套合作项目

每年超过２０亿元的行业领军企业２０家以上.

　　二、大力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一)培育壮大创新主体

加快培育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加强部

门间合作,加大政策衔接,瞄准全省各地尚未取

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提供精准服务,推动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
高技术创新能力,尽快升格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加快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中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占比,提升全省制造业

的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着力推动企业办研发机构.加强政策引

导,鼓励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完善专

门从事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和新商

业模式研发与设计的企业办研发机构,提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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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水平.
聚力支持企业创建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支

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创建省级和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

站,支持大型企业牵头建设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平

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引领全省制造业创新发展.
(二)构建完善协同创新体系

以产业功能互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

中小企业互通,平台及设施互用,人才和技术资

源互助,政策制度互补为核心,推动构建面向特

色产业重点领域的协同创新体系.
１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等搭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平台、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向企业开放大型

科研仪器和实验设施及科学数据、生物种质与

实验材料等科技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基

础环境.
２推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组

建面向重点产业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搭
建面向全产业链的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持续构建完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联合

科研机构搭建开放式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向中

小企业开放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通过资

源开放、任务众包、协同支持等方式,积极支持

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３引导支持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专业技术服务平台、
新型研发机构、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和机

构开展产研需求对接,加强产学研用合作,实现

协同创新,增强共性技术研发、中间试验、工业

性试验、工程化开发等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深入推进产业基础再造

健全产业技术基础体系.围绕全省制造业

重点领域,推动构建工业基础研究平台,长期稳

定开展工业基础领域技术研究、转化推广和人

才培养.推进动力、结构、环境等重大实验设施

和试验基地建设,推动重大实验设施、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等资源共享.健全工业基础技术数据

库和基础制造工艺资源环境属性数据库.完善

质量基础设施,发展新一代检验检测和高端计

量设备仪器,加大国产高端通用仪器和专业科

学仪器研发应用力度,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

公共服务平台和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测试评

价平台,提升计量测试、标准研制、检验试验、认

证认可、知识产权等公共服务能力.
加快基础产品和工艺攻关突破.整体提升

装备制造基础零部件产品性能,加快通用型基

础零部件和高端装备专用型零部件技术攻关,
满足不同工况条件下应用需求.加快集成电

路、微型片式元器件等核心电子元器件的创新

发展.开展工业系统软件国产化应用突破,加
快基础性工业软件的开发应用.健全基础材料

产业体系,加快发展关键微纳电子和光电子材

料、新型显示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以及新型碳

纳米、超导材料等前沿新材料.聚焦高端化、绿
色化、智能化等发展方向,研发和推广应用增材

制造、特种成形加工、精密及超精密加工等先进

制造基础工艺.
实施产业基础领域重点项目攻关.落实国

家工业强基工程,针对主导产业和优势基础产

业的产业技术基础、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

工艺和关键基础材料等薄弱问题,组织实施一

批产业基础领域攻关项目,开展工程化、产业化

攻关.建立完善省级工业强基重点项目库,依
托重点平台和骨干企业,组织实施一批工业强

基重大产业建设项目,促进制造业基础能力不

断提升.引导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软件企业

和整机产品同步研发,实现工艺、基础技术、基
础软件协同突破升级,加快产业基础领域攻关

成果“一条龙”推广应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

节,加快提高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可靠性试验验证平台、新产品中试基

地、检验检测平台等产业基础技术服务平台.
到２０２５年,实施工业强基项目３０个,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基础再

造实现重大突破.
(四)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产

业化,加强制造业创新力量布局和能力建设,提
升制造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强化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瞄准战略性、引
领性共性技术需求,加强省级研发平台、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布局,以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转化应用及重大设施共建共享为重点,完善创

新攻关机制和运行机制,增强对企业创新的服

务支撑能力.鼓励企业围绕产业链自主自愿组

建关键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

键共性技术问题.面向制造业基础性、前沿性

领域,研究建设若干省级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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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重大专

项、重点研发计划等为牵引,推动绿色食品、生
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等重点产

业实施关键技术攻坚,梳理确定一批重大领域

关键技术以及行业领军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急

需攻克的核心技术项目清单,有针对性地实施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着力突破我省制造业“卡脖

子”瓶颈制约.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通过科技

入滇、揭榜挂帅等引进技术,推动有条件的企业

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着

眼长远,系统谋划重大项目布局,瞄准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未来新材料等前沿领

域,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
超强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强战

略性技术储备,强化源头技术供给.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落实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研仪

器设备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

策,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强化

企业在创新全链条的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制

造业企业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
支持大企业建设研究院,鼓励创新型中小微企

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积极开展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申报工作,树立一批创新标杆.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完善科技成果信

息发布和共享机制,大力发展云南技术市场,加
快成果转移转化和扩散.在全省制造业重点领

域和重点产业集聚区建设新技术应用示范平台

和创新成果产业化中心.落实自主创新产品政

府采购等支撑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产品应用和

迭代升级.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

次重点新材料、首版次工业软件推广应用.加

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强化面向制造业

企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工程２　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１ 加快培育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精准服务,推动全省各地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制造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尽快升格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超过１２５０家,企业数量占比达到２５％以上,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３０％以上.
２ 着力推动企业办研发机构.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完善研发机构.到２０２５

年,力争全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超过２５００家,占比达到５０％以上.
３ 聚力支持企业创建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引导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创建省级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

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企业创建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超过７００个,其
中,企业技术中心达到５５０个,工程研究中心达到１４５个,重点实验室达到５个,新建成一批专家基层科研工作

站、院士专家工作站.
４ 推动构建协同创新支持体系.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省级及以上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达到２０个;省级及以

上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达到１５个,省级及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达到１０个,对制造业的协同创新支持能

力明显增强.
５ 深入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围绕绿色食品、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等重点产业核心

基础零部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工业基础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支持一批基础条件

好、需求迫切、带动作用强的工业强基项目.实施整机(系统)与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企业的协同开发计划,打通

基础技术、工艺和产品的研发、设计、应用、示范推广等全流程,提升产品可靠性、性能一致性和质量稳定性.
６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加强前沿技术研究,落实和完善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１５％,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０６件.
７ 促进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建立一批专利导航工作站,推动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促进制造业

企业加强核心产品、关键技术、重点研发项目专利布局和知识产权保护应用.

　　三、全链条打造特色优势产业
(一)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为方向,以
加快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绿色集约安全水

平为重点,深入推动烟草、食品、有色金属、钢
铁、化工、建材、特色消费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实

施技术改造.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设备转化应用,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

个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推动

产业由资源优势向研发、设计、服务等综合竞争

优势转变.推进危险化学品全程追溯和城市人

口密集区生产企业转型或搬迁改造,加快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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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搬迁入园,发展绿色建材

和部品部件,扩大轻工、纺织等优质产品供给,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家电、可穿戴设

备等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型消费品.深入开

展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加快

实施“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加大

食品企业农产品深加工典型模式培育和推广力

度,支持传统优势食品和地方特色食品发展.
加强产能动态监测分析和信息发布,强化能耗、
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法规标准实施,健全化

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
(二)推进新兴产业突破发展

立足云南省现有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部

分领域的先发优势,加强重点产业领域的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构建完善产业生

态体系,着力打造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新材

料、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链.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丰富和扩大“智能＋”、
“服务＋”、“绿色＋”新兴产业应用场景,带动技

术突破和应用迭代发展,大力培育智能化产品、
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共享化生产、服务化

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强

化统筹规划,引导开发区和企业理性投资,推动

建设主体集中和区域布局优化,避免同质化无

序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实施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行动

围绕全省制造业重点领域,以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为主要载体,着力解决供应链、信
息链、采购链、服务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多个链

条环节中的困难问题,集中力量培育壮大一批

优势特色产业链,重塑制造业发展新动能.引

导园区特色化、差异化和协同化发展,以产业链

延伸、产业协同、产业配套发展为主线谋划园区

全产业链发展,着力构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

整、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全面系统梳理全省

制造业发展情况,摸清重点产业链的“薄弱缺”
环节,开展延链补链强链,培育一批标志性产业

链,深化产业链垂直整合和产业协同联动,加快

实现产业链现代化.聚焦主导产业的“缺链”环
节,加强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对接,加大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着力引进带动作用强、综合效益好的

项目,加快补“断点”、通“堵点”,多措并举推动

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沿链升级.以应用为牵引,
加快基础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工程化攻关,培
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加强

产业链配套本地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增强产

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持
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四)全面优化提升供应链体系

聚焦新能源汽车、食品加工、钢铁、新材料、
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开展供应链协同性、安全

性、稳定性、竞争力等评估.引进和培育一批专

业化供应链服务企业,面向中小企业建设线上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与服务平台,促进各环节高

效衔接和全流程协同.支持行业领军企业搭建

供应链协作平台,向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集中采

购、供应链管理库存、精益供应链等模式和服

务,引导有实力的中小企业进入供应链,构建上

下游供应关系稳定、质量标准统一、多方共赢的

供应体系.加大供应链金融发展政策扶持,鼓
励金融机构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提升供应链

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融资能力.支持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开展技术适配攻关、业务数据互联

互通,鼓励开展合作研发、委托研发等合作模

式,实现供应链资源共享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五)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和省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培育为抓手,引领各州、市及开发区特

色产业集群集约发展,建立完善集群发展政策

保障体系,创新生态系统和治理机制,推进集群

高水平宽领域跨界融合,加快形成根植于地方

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面向全省制造业重点领域,遴选一批产业

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纳入省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计划,打造不少于１０个

产业竞争实力突出、协同创新能力强、开放包容

程度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省级先进制造产业

集群.
推动各州、市和开发区构建完善“政府部门

＋集群促进机构＋大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金

融＋中介”的集群合作与治理机制,打造贯穿整

个产业链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龙头企业、科
研机构、军民协同创新平台等溢出优势资源,搭
建协同创新中心、公共技术平台,联合攻关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瓶颈,加快研发成

果转化,推动特色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
推动昆明市、曲靖市、红河州、楚雄州等州、

市合作创建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支持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文山州

等州、市合作创建生物医药产业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引导先进制造业集群跨州、市融合发

展,树立云南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标杆,带动全

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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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程３　制造业特色产业提升工程

　　１ 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烟草、食品、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建材、特色消费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实施

技术改造,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绿色集约安全水平.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将有色金属打造成为４千亿级产

业,将绿色食品加工、绿色化工、绿色钢铁分别打造成为３千亿级产业,将烟草、绿色建材分别打造成为２千亿级

产业,将特色消费品打造成为１千亿级产业.
２ 推进新兴产业突破发展.推动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突破发展,不

断优化产业发展综合生态体系,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将电子信息制造打造成为２千亿级产业,将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分别打造成为１千亿

级产业.
３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实施省级重点产业链提升专项工作,详细梳理各重点产业链发展现状,明

确关键路径及重点任务,着力提升绿色硅、绿色铝、绿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

造等特色产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鼓励各州、市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及特色推进实施重点产业链“链长制”,
按照“一个产业链实施方案、一套产业链发展支持政策、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一个产业链共性技术支撑平

台、一批产业链重大项目、一组产业链重点承载区域”的发展模式,打通产业链“堵点”,完善现有产业链和产业生

态.
４ 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计划,围绕全省制造业重点领域,培育打造１０

个以上产业竞争实力突出、协同创新能力强、开放包容程度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省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５ 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昆明市、曲靖市、红河州、楚雄州等州、市合作创建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持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州、文山州等州、市合作创建生物医药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

　　四、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一)深化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

深入推动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建材、纺
织、造纸、药品等重点行业开展绿色低碳循环化

改造.加快淘汰老旧锅炉、电机、变压器等低效

设备,推进工业锅炉、窑炉节能环保综合改造.
加快实施新一轮电机、变压器等重点用能设备

能效提升行动、工业污水资源化利用行动,开展

节水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推动钢铁、
石化、建材等流程型高耗能行业实施流程工业

系统节能改造,开展企业工艺集成与能量系统

优化,实现高效用能设备与生产系统的优化匹

配.推动原料药生产基地集中布局,实现污染

物集中处理和集中监管.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和

园区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余能利用和工业绿

色微电网建设.对有条件的园区实施集中供

热、能源梯级利用、园区能源系统优化改造.着

力推动各行业加快有毒有害原料替代,着力推

进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二)强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继续深化绿色工厂、绿色低碳园区建设,打
造绿色供应链,持续完善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为导向的采购、生产、回收物流体系,增加绿色

产品供给.积极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制造

示范、绿色制造系统集成等专项,推动实施绿色

制造重点工程,培育壮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

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立完善高效、清洁、低
碳的绿色制造体系.

强化现有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

链企业的动态监管,持续提升绿色制造水平.
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在成为绿色工厂后,协同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
立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回收等环

节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在硅、铝、稀贵金

属、资源综合利用等特色领域积极培育创建绿

色企业,鼓励企业积极实施绿色战略、绿色管理

和绿色生产,牵头制定绿色标准,打造有国际影

响力的绿色制造标杆,引领行业绿色发展.
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行产品绿色设

计,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全面提升工业产品

的绿色设计能力,加强绿色设计关键技术研发和

应用,围绕化工产品、机械装备、电子电器、汽车

及配件、特色食品等典型产品,突破轻量化设计、
节能降噪、可拆解与回收等核心技术,推广易拆

解、易分类的产品设计方案.聚焦生态环境影响

大、消费需求旺盛、国际贸易量大的工业产品领

域,遴选一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扩大

绿色产品种类覆盖范围,促进绿色设计产品供给

的扩大和升级,带动绿色消费.
强化绿色制造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搭建绿

色制造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专业化本地化服务

机构,积极引导支持第三方服务机构创新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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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评价及服务模式,面向重点领域开展咨询、
诊断、检测、评价、认定、审计、培训等服务,提供

绿色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围绕工业节水、资源

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低碳及绿色制造等领域,
开展绿色制造系统集成供应商培育行动,提升

绿色制造服务能力.加快发展能源审计、清洁

生产审核、节能评估等服务业,推行合同能源管

理、合同节水管理和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
(三)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制造

全面落实能源、水、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淘汰落后

产能力度,着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能源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制造产业结构.全面推

行清洁生产,深入推进传统行业和重点产业领

域绿色化改造,持续开展工业企业能效“领跑

者”创建.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发展生态

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产业,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深入开展节能降耗行动,强化节能审查源

头管控,严格节能监察,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管理,加快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与应用,对钢

铁、建材、化工、有色金属等高耗能行业实施更

加严格的能效标准.研究制定钢铁、有色金属、
建材等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推动高能

耗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强化企业节能减排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节

能环保标准.推动企业积极开展能效水效对标

达标活动,引导企业清洁生产,持续降低能耗、

物耗和水耗.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倡导绿色消

费,推动企业加快应用绿色低碳、节水节材、减
污降耗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实施

技术改造,进一步挖掘节能潜力,持续提升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企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推进燃煤替代,积极发

展分布式光伏电站和需求侧储能,提高可再生

能源使用比例.积极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可
降解塑料、绿色建材等节能环保产品.

(四)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打造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链,加强

产业协同利用,壮大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以高

值化、规模化、集约化利用为重点,推广一批先

进适用技术装备,引导产废企业主动开展工业

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以绿色硅、绿色铝为

引领,打造硅、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核心竞争

力.加快推进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贵金属等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有价组分梯级

回收.引导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提高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探索尾

矿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利用.围绕废钢铁、
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旧轮胎、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废旧纺织品等主要再生

资源,加快先进适用回收利用技术和装备的研

发及推广应用.支持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

环式组合、开发园区循环式改造,强化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提升污染物收集、处置、环境监

测监控和能源清洁化利用能力.

专项工程４　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工程

　　１ 深化重点行业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电机系统节能工程、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工程、余热余压利用工程、
企业能量系统优化工程、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工程.有序开展企业能源管控信息化建设工程、节能低碳

检验检测实验室建设工程.推进产业园区综合实施集中供热、能源梯级利用、能效提升工程.
２ 强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继续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现有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

链企业的动态监管,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绿色制造服务能力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培育形成省级及

以上绿色工厂２００家、省级及以上绿色工业园区５０个、绿色设计产品１００项以上.
３ 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制造.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着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能源资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制造产业结构.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降耗行动,持续开展能效水效对标达标活

动,不断强化企业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加快推动高能耗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为全省碳达峰碳中和作贡献.

４ 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实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专项行动,加强尾矿(共伴生矿)、煤矸石、粉
煤灰、冶金渣、化工渣等大宗固体废物协同利用,加强高炉渣、钢渣、尾渣、赤泥深度研究、分级利用、优质优用和

规模化利用,培育资源高效利用骨干示范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案例.实施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专项行动,
按照“谁排渣谁治理,谁利用谁受益”原则,推动全省磷石膏新增堆存量逐步消耗直至为零,并逐年消纳已有存

量.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推进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及资源化处理产业发展,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体系,助推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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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加快实施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
(一)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顺应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新型信息消费模

式不断涌现、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以更

好地适应和满足消费方式升级为切入点,以产

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为核心,以强化数据赋能和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数字化升级再造为着

力点,加快全省制造业数字转型步伐.推动制

造业“营销互联网化—渠道互联网化—产品互

联网化—运营互联网化”转型,加快培育发展基

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
着力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

广泛征集一批技术力量强、服务效果好的数字

化服务商,培育推广一批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

数字化平台、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通过低成

本、模块化、集成化、云化等方式,推动企业加快

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

数字化、信息化应用水平.总结推广一批数字

化赋能标杆企业典型案例,带动更多中小企业

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提升敏捷制造和

精益生产能力,增添发展后劲,提高发展质量.
着力推进“互联网＋”协同制造.支持企业

利用互联网精准对接用户需求,发展大规模个

性化定制.鼓励企业通过互联网与产业链上下

游各环节紧密衔接,提升网络化协同设计与制

造水平,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
鼓励企业运用互联网发展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和服务,拓展产品价值空间,实现从制造向“制
造＋服务”转型升级.

着力推进“互联网＋”高效物流.支持构建

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建设深度感知智能仓

储系统、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鼓励物

流、快递企业通过互联网深度融入制造业采购、
生产、仓储、分销、配送环节,持续推进降本增

效.促进工业互联网在物流领域的融合应用,
推动建设物流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采购、生
产、流通等上下游环节信息实时采集、互联共

享,推动提高生产制造和物流一体化运作水平.
着力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双向提速.支持互

联网平台企业向线下延伸拓展,加快传统线下

业态数字化转型,发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

产,推动线上线下高效融合、大中小企业协同联

动、上下游全链条一体发展.引导实体企业开

发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鼓励企业通过直播

电子商务、社交营销等新业态模式加快营销互

联网化、渠道互联网化.
(二)加大智能化改造力度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发展模式和企

业形态变革,抢占竞争制高点.
制定重点行业智能制造推进路线图,分行

业、分层次、分环节、分步骤开展智能制造应用

普及.面向装备、单元、车间、工厂等制造载体,
开展智能车间/工厂建设,拓展数字孪生、５G、
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VR/
AR)等新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开展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大力推动设备换芯、生产换线、产品

换代、机器换人为主要内容的智能化改造,建立

智慧园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培育目录,推
广智能制造单元、自动化生产线.推动烟草、装
备制造、有色金属、绿色食品加工等重点产业实

施智能化改造,鼓励“智慧工厂”、“无人工厂”和
数字化车间建设.推进制造过程、装备、产品智

能升级.开展智慧供应链建设,引导“链主”企
业建设供应链协同平台,打造数据互联互通、信
息可信交互、生产深度协同、资源柔性配置的供

应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同步实施智能化升级,加
快“云南制造”向“云南智造”转型进程.

(三)深入推进服务型制造

以主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供给体系改

革为核心,以加强产需互动、拓展价值空间为导

向,以营造良好生态为支撑,以创新设计模式为

桥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

延伸,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深入

推进服务型制造.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制造、催生新服务,推动全省

制造业积极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

式和商业发展模式,引导企业由提供产品向提供

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转变,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转变,推动制造业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

占有率,为制造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创新设计引领.推动建设贯穿产业链

的研发设计服务体系,引领服务型制造发展.
不断深化设计在企业战略、产品合规、品牌策

划、绿色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发展众包设

计、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协同设计等新型模

式,增强自主创新设计能力.推动创新设计在

产品、系统、工艺流程和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强
化创新设计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行业的服

务支撑.引导制造业企业加大对设计的投入和

应用,带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第三

方设计企业,面向制造业提供专业化、高端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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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服务.
加快发展定制化服务.鼓励日用消费品、

纺织服装、家居建材、电子终端、机械装备和汽
车等制造业,综合利用５G、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工业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建立数字化设计与虚拟仿真系统,
采集分析客户需求信息,发展个性化设计、用户
参与设计、交互设计,推动零件标准化、配件精
细化、部件模块化和产品个性化重组,推进生产
制造系统的智能化、柔性化改造,增强定制设计
和柔性制造能力,发展大批量个性化定制服务.

积极拓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鼓励制造业
企业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开
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制造业企
业发展建设－移交(BT)、建设－运营－移交
(BOT)、建设－拥有－运营(BOO)、交钥匙工
程(EPC)等多种形式的工程总承包服务.支持
制造业企业依托核心装备、整合优质产业资源,
建设“硬件＋软件＋平台＋服务”的集成系统,
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四)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基础设施

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加快互联网、广电网骨干网络

IPv６互联互通,推进５G 网络规模化部署.构
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推进工业互联网

国家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建设.推进开发区
智能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与城市规划建设、
交通、安全、环境等城市管理平台互联互通.推
进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导产业的
开发区率先打造数字园区、智慧园区,示范带动
各类开发区智能化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部署应
用５G、千兆光纤宽带、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现有工业设施信息化
改造,建设适用于工业互联网高可靠、广覆盖、
大带宽、可定制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支持以

５G、IPv６、工业无线等技术升级企业内网.
(五)不断强化智能制造支撑能力

加强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工业软件研发创
新,培育壮大传感器、控制器、智能物流装备等
智能制造核心产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关
键装备、核心工业软件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
深入贯彻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加快智能制
造标准示范和推广,开展智能制造成熟度贯标.
加快培育专业化、高水平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
方案供应商,开发和推广一批融合新兴技术的
成熟解决方案.推进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探索网络化服务模式.加大智能制造网络
与数据安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智能制造网络
安全防护水平.加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
在重点领域和优势产业全覆盖.

专项工程５　制造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工程

　　１ 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继续完善现有工业互联网服务商资源池,广
泛征集技术力量强、服务效果好的数字化服务商,引导服务商针对不同行业中小企业需求场景,开发低成本、模
块化、集成化、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中小企业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物流、库存等业务的在线协同;按照
“企业出一点、服务商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思路,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上云用数,促进企业生产要素数字化、生产

过程柔性化和系统服务集成化.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专项行动,推动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精准对接用户需

求,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２ 加大智能化改造力度.围绕全省制造业重点领域,组织智能制造提质扩面专项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选派智能制造诊断机构,分行业、分层次、分批次深入企业、工厂、车间、产线、工位开展智能制造现状调查与

诊断咨询,提出智能制造对策研究报告,为智能制造提质扩面奠定基础;以行业应用需求为导向,培育发展一批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积极开发和推广基础级、行业级、企业级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同步开展网络化协

同制造、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共享制造等智能制造新业态新模式的示范应用.
３ 深入推进服务型制造.开展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搭建网络化设计协同平台,构建工业设计服

务生态,推广众创、众包、众设等应用模式,提升工业设计服务水平.开展服务型制造示范专项行动,引导企业积

极发展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检验检测认证、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新业态新模式.聚

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整合研发设计、系统集成、检测认证、专业外包、市场开拓等服务资源,健
全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发展一批服务型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和咨询服务机构,推动建设面向服务型

制造的专业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
４ 加快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根据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２０工作要求,持续引导企业

开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自对标,支持企业参与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

省５０％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评估诊断和对标,推动一批制造业企业通过国家贯标评定.
５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融合发展.支持搭建面向重点产业的供应链对接平台,打造线上采购、分销流通

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原材料匹配、自动化生产线配置、研发设计资源互助、销售和物流资源对接等服务.支持

搭建制造资源和能力共享平台,在重点领域探索实施设备共享、产能对接、生产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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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努力提升云南制造品牌影响力
(一)完善重点行业标准体系

突出标准引领作用,建立健全覆盖全省制

造业重点领域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标

准群.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重点突出、结构

合理、富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地方标准

体系.鼓励绿色食品、生物医药、有色金属、新
材料、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绿色化工、
绿色建材、特色消费品等制造业优势领域龙头

企业,牵头开展原材料、产品设计、关键工艺技

术、流程控制、检验检测技术、最终产品质量等

系列技术标准的制定,推动分行业建立覆盖产

品生产全链条的系列标准族,形成我省重点产

业竞争优势.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制定满足多

层次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标准,支持具有创

新性、先进性和国际性的团体标准应用示范,推
动开展标准领航质量提升工作,支持行业和企

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质

量管理体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水平.深

入实施“三品”战略,着力提升质量竞争型产业、
装备产业和出口领域的产品质量,在重点领域

加快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制

度.攻克一批制约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

术,强化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应用推广,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质量管理融合,推动质量

管理技术和工具创新.建立质量分级制度及配

套政策体系,推进重点领域示范应用.健全质

量评价体系,完善企业设计研发质量管理和第

二方质量审核制度,鼓励第三方开展质量专业

化评价.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基于

风险和诚信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建立质量黑

名单制度,推动不合格产能出清,加大企业质量

违法成本.
(三)加强云南制造品牌建设

以食品加工、烟草、消费品、生物医药、新材

料、电子信息等产业为重点,引导和支持制造业

企业建立和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大力推进企

业品牌建设,着力培育高端自主品牌.遵循“以
大带小、协同创新”的品牌建设思路,支持优势品

牌企业通过产业整合提升产业集中度,增强品牌

实力.鼓励企业探索多元化品牌发展战略,支持

行业领军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做精专业,打造一

批知名品牌.推动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引导

集群内企业标准协调、创新协同、业务协作、资源

共享,加强区域品牌宣传推广,促进企业品牌和

区域品牌的良性互动发展.支持举办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大型展会、专业展会,开拓品牌传播渠

道,不断扩大“云烟”、“云药”、“云茶”、“云花”、
“云酒”等云南制造品牌影响力.

加强中小企业品牌服务指导,培养壮大品

牌服务专业队伍,提高企业品牌创造、管理、推
广等专业能力.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产品质量追

溯管理体系,完善产品质量信息归集发布制度,
依托云南知名品牌及特色产品追溯管理服务平

台,组织实施一批工业质量品牌提升重点项目,
切实维护区域品牌形象和美誉度,提升“云品”
市场竞争力.培育地理标志品牌,加大普洱茶、
保山小粒咖啡、文山三七、宣威火腿等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力度,推动更多地理标志产品进入中

欧地理标志保护协定互认名录,提升云南地理

标志产品品牌影响力,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工程６　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工程

　　１ 加大质量技术服务供给.持续开展面向全省制造业企业的质量技术服务、“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等专

项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计量、标准、质量、认证、品牌建设等公益性咨询服务和质量诊断,积极推广卓越绩效、六
西格玛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推行精益生产、清洁生产等高效生产方式.

２ 引导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探索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引导企业积极运用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方法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树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标杆,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强

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引导企业开展环境、能源、食品安全、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认证,指导企业开展节能、节
水、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产品认证.

３ 支持企业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引导社会团体和企业开展标准体系建设,支持社会团体制定先进适用团

体标准,鼓励企业建立完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促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以标准化推动企业提档升级高质

量发展.
４ 鼓励企业开展对标达标行动.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对比、提升活动,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全

国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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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推动企业开展质量品牌建设.推动企业建立以质量为基础的品牌发展战略,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形

象.鼓励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建立健全品牌培育专业化服务体系,制定宣传贯彻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标准,完善品

牌培育成熟度评价机制,以品牌培育推动企业从质量合格向追求用户满意跃升.推进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
引导集群内企业标准协调、创新协同、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加强

品牌宣传推广,引领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促进企业加快质量升级.

　　七、不断扩大开放合作水平与成效

(一)加强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开展与西部地区的产

业合作,积极探索建立与省际毗邻区域的协同

发展新机制,实现产业协作联动、优势互补;主
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力争在新材料、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

等产业领域形成合作;主动对接广西、贵州等地

特色产业集聚区,力争在绿色铝精深加工、生物

医药等领域形成产业合作.加强与粤港澳大湾

区、长三角城市群等区域的合作,积极承接产业

转移,实现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积极借鉴和

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功经验,推动省内

开发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顺畅联动协作发

展机制,支持建设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联动发展创新区,最大限度释放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经济溢出效应.积极探索共建产业园区、
产业转移“园中园”,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围绕主

导产业优化布局,强化开发区间的产业链上下

游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产业链协同配套发

展.
(二)打造产业链国际合作平台

主动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吸引发达省

份和周边国家生产要素到省内开发区集聚,强
化跨境、跨区域、跨开发区协同发展,积极参与

国内分工和国际合作.抢抓“一带一路”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机遇,抓住«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契机,放眼全球

加速集聚一批层次更高、质量更优、效益更好的

重大投资项目,开展国际产业合作,推动区域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产业对接、业态升级,搭建利

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充分利用中国(云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滇中新区、５个国家级经开区、３
个国家级高新区、２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２个综合保税区和７个边(跨)境经济合

作区等开放平台,积极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和国

际产业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
(三)加快制造业重大项目引进

紧盯世界５００强、中国５００强和民企５００
强企业,瞄准全球行业龙头企业、中央直属企

业、特大型国企的战略布局,大力引进一批基地

型、旗舰型重特大项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

极引进先进制造技术、优质产业资源、高端人才

团队,提升对全省制造业重大项目的承载能力.

专项工程７　制造业开放合作提升工程

　　１ 高质量构建开放合作平台.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滇中新区、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重点,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高新区、综合

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为支撑,南博会、商洽会等会展平台为纽带,国家级口岸为窗口,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的高质量开放合作新平台.大力发展进出口加工型产业.
２ 高水平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发挥区位优势及各类开放合作平台的作用,加快推进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对

接,全面提升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区域的产业合作水平.推动各地以更大力度推进招

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国内分工和国际合作.
３ 高层次推进区域产业合作.坚持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推动全省制造业主动服务和融入中国—中南半岛

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深入推进区域产业合作.

第六章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一、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
(一)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坚持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成立

领导小组统筹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发

布重大战略规划、重点产业规划和重大政策措

施,研究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和重大项目布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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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和困难.聚焦重点行业

发展规划、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和关键资源要素

配置等重点领域,加强省级统筹布局,打破行政

壁垒,促进各州、市和开发区协调配合,形成省、
州市上下联动,省直部门左右协同,全省一盘棋

的工作格局.鼓励支持各州市人民政府、开发

区、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专业服务机构加

强协作,共同推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二)落实产业链提升工作职责

完善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和推

进落实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各重点产业链延链

补链强链、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进、重点产品

及企业培育、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等重要事项,
加快推动先进装备制造、绿色铝、绿色硅、绿色

食品、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电池、电子信

息、烟草、石油化工等重点产业链提升工作.遵

循产业发展规律,加大支持企业提高产业链细

分领域集中度和跨链融合度,促进产业生态安

全和更好发展.
(三)加大制造业招商力度

精准做好产业谋划和项目策划,引进一批

制造业领域的大企业和好项目.紧扣各州、市
和产业园区的发展定位、比较优势,细化优先承

接产业转移目录,明确招商目标,创新招商模

式,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开展定向招商、精准招

商工作.强化招大引强,加大先进制造业招商

力度,加快形成大中小型企业梯次发展布局.
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不断完善产业链,打造产

业集聚区.依托本地资本、资源条件、产业优

势,充分发挥现有项目和企业的示范效应,积极

引进上下游配套项目.
(四)强化规划落实考核评估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规划发展目标

及重点工作任务进行量化考核,确保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各项目标如期实现.推动地区、行业、
园区提升亩均效益,推进制造业低效企业改造

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开发区从数量规模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完善规划实施的评估机制,开
展规划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和末期全面评估.
强化对实施情况的过程跟踪分析,对重点领域

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评估.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强化财税政策支持

持续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提升制造业竞

争力和根植性.精准政策支持靶向,研究制定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统筹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等制造业发展

相关资金,加大对制造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
重点园区、重点产业链、重点产业以及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重点领域扶持力

度.落实国家、省支持制造业发展各项政策,组
织企业积极承担制造业领域国家、省重点项目

计划和重大专项.优化财政扶持资金支持方

式,完善竞争性遴选机制,提高政策资金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组织企业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级专

项支持资金,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各类扶持政策.
(二)完善金融扶持政策

加快制定完善金融业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有关政策,健全完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建立全省制造业和金融信息对接服务平台,鼓
励各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强化对制造业科

技创新、转型升级和科技型制造业中小企业的

金融支持,提高制造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
进一步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评估、保险等

中介机构服务,减少融资收费;支持金融机构运

用循环贷款、分期还款、无还本续贷等方式,降
低制造业融资成本.

(三)建立多元融资平台

鼓励省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与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对接签署再担保合作协议,共同

开展再担保业务.探索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

(再担保)机构尽职免责制度,完善担保机构风

险补偿机制,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支持

企业通过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以及创新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等方式进行融资,建立健全服务企

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重点引导制造业企业通

过资本上市、定向增发、资产收购等形式扩大融

资规模.支持制造业企业利用发行信用债券等

形式直接融资.鼓励银行与担保公司、保险公

司合作,对制造业技改项目加大信贷力度,支持

金融机构开展产业链融资,为制造业中小企业

转贷提供短期资金服务.
三、强化要素支撑保障
(一)加强工业用地供给

以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为重点,进一步解决

建设用地指标和土地利用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加强工业用地保障和供给,长远谋划保障工业

用地空间.依据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定

位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突出节约集约用

地原则,充分考虑产业发展需求,科学划定开发

区“四至范围”、工业用地保护线和产业保护区

块,按照“一次规划、滚动实施”方式,分批分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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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建设用地指标,全省制造业重大项目用地

指标由省级统筹保障.
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合理制定土地年度供

应计划,按照“计划指标跟着项目走”的方式,向
符合规划、产业政策和用地定额标准的项目给

配用地指标,精准投放工业用地增量.推进工

业用地开发模式创新,建立开发区土地全生命

周期管理模式,强化规划开发、出让运营、存量

更新等各个环节的统筹管理,提高土地资源综

合利用效率和重大项目土地资源保障能力.积

极探索和试点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模式,允
许园区根据产业布局需要合理留白,为重大项

目落地预留空间.探索适应于产业链供应链上

下游协同发展的工业用地供应模式,积极运用

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严格落实

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将开发区新增建设

用地的计划指标与批而未供及闲置土地的处置

相挂钩.积极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持续

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方式.
鼓励对现有工业用地追加投资、转型改造,

合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对符合规划、不改变

用途的现有工业用地,鼓励通过厂房加层、老厂

改造、内部整理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

容积率,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组织实施开发区基础设施补短板行动,推
动开发区加快道路、给水、用电、排水、热力、电
信、燃气等基础设施及标准厂房建设,完善园区

应急救援、污水及固体废物集中回收处理、安全

环保等公用设施,补齐园区消防、安全、环保、绿
化等功能性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园区综合承载

能力.支持开发区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和完善新一代网络传输、无线通信、信
息安全维护等信息服务领域的基础设施,实现

园区内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智慧园区

建设步伐.鼓励开发区加强专业市场体系建

设,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

全方位服务,全面提升园区的产业承载能力和

配套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开发区产业集聚优

势,大力发展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加快提升园区

污染物收集、处置、环境监测监控和能源清洁化

利用能力.“十四五”期间,力争全省各类开发

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到５００亿元以上.
(三)强化要素资源保障

加强基于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研究,加
强与云南省“十四五”兴水润滇工程规划和地方

“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有效衔接,强化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对取水许可总量达到或超过

控制指标的地区,严格限制耗水产业布局.优

化能耗“双控”工作措施,逐步向碳排放总量和

强度“双控”转变,加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管

控,分类推进行业节能降耗工作.推动各类要

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探索搭建全省统一

运营的综合性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将排污权、
用能权、用水权等各类适宜市场化交易的要素

纳入交易平台进行市场化交易流转,通过市场

化手段解决部分州、市要素指标不足的问题.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一)强化管理队伍建设

加快专家智库建设,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力支撑.进一步加大对懂工业、熟悉开

发区工作的干部培养、选拔和交流力度,推动建

立在州、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开发区领导班子

中配备具有工业经济背景班子成员的体制机

制.培育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组织实施

百名精英企业家培育计划、千名企业家素质提

升计划等.
(二)完善人才留用机制

创新留才机制,盘活人才资源.完善云南

省“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计划”,探索“飞地”人才、“候鸟”人才等柔性人

才引进方式.加大重点产业职业技术学院建设

支持力度,推动建立联合培养、培训等制度,提
速科技创新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提升企

业家及企业管理人才社会荣誉,完善并提高国

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科研人员及技术工人激

励机制和水平.建立优秀企业家及企业高层次

经营管理人才社会服务绿色优先通道,营造全

社会尊重企业家及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氛围.
(三)引进高层次人才

加大制造业招才引智,编制发布云南省制

造业人才需求目录,建立人才需求信息库,集聚

更多“高精尖缺”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引进短

缺性高层次创新人才,提高人才供给与需求的

适配度.坚持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并举,做到

以产引才、以才促产,引进一批掌握核心技术、
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鼓励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与

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兼职”.
(四)培育高技能人才

整合职教资源,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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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校企园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鼓励企业与

本地院校合作,强化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开展技

能人才培训.加深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全省

产业需求结合程度,以校企联合办学、订单培

养、“双导师制”和“双元制”等形式深化产教融

合发展,打造职业工程师队伍.培育复合型专

业技术人才,探索“技术高管”、“产业教授”制
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实施首席质量官制度,培
养一批质量领军人才.打造高技能产业人才队

伍,完善订单式培养和联合培训体系,全面推行

企业新型学徒制.
五、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

以云南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云南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为基础,探索试

点“一门办理、一章审批、园内办结”模式,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在有条件的园区加挂审批

窗口,试行园内审批办结.推行区域评估试点,
由开发区管委会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水土保

持方案、气候可行性论证、雷击风险评估等事项

进行统一评估,园区内投资项目共享或使用区

域评估报告.重大制造业投资项目实行“政府

定标准、企业作承诺、过程强监管、信用有奖惩”
的先建后验管理模式和批前“提前服务”、批中

“跟踪服务”、批后“超值服务”的全周期服务制

度,全面提升重大项目服务成效.
(二)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深入推进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减环节、减材

料、减时限、减费用”,全面推行“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企业住所自

主申报承诺制、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便利化等事

项,着力提升涉企政务服务效率.加强企业服

务体系建设,推动各州、市加快建立健全县级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推进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实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全覆盖,加快形成纵向贯穿“省—州市—
县”的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加大企业服务

供给,鼓励各地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

化运作相结合,公益性服务、志愿者服务和市场

化服务相结合,专业化聚集、平台化承载、网络

化覆盖相结合,线上宣传、线下服务、线上线下

一体化管理相结合”等方式,运用政府购买服

务、服务绩效奖励与后补助等多种支持形式,充
分调动发挥各类服务机构作用,为企业精准提

供企业诊断、创新支持、管理提升、质量提升、工

业设计、数字转型、智能制造、绿色发展、投融资

能力提升等专业化服务,积极推动区域内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三)加强惠企政策落实

加强涉企部门的统筹协调,建立完善惠企政

策统一梳理、衔接、汇总、发布、办理机制.依托

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和“一部手机办事通”,加快构

建完善惠企政策统一归集、发布、申报、受理、兑
现公共服务平台,尽快实现政策发布、宣传贯彻、
咨询、申报、分送、兑现等,形成惠企政策申报及

时接收、限时办结、统一督办、评价反馈的业务闭

环,确保企业能够及时、充分地享受惠企政策红

利,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强化政策落实评估督

导,充分发挥工商联对惠企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估

督导作用,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分级开展政策落

实评估工作,公开发布评估结果,督促各地、有关

部门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四)构建高质量发展环境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

效率,吸引更多资源要素集聚发展,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打造市场化营商

环境.坚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法规体系,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
主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

规则对接,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推

进营商环境国际化.
(五)营造良好氛围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合

法权益,引导企业家聚焦企业管理、研发、创新、
市场等,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树立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意

识,加强产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提高质量声

誉和文化内涵.推动本地高等院校优化学科专

业设置,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一批一流学科

和专业.强化舆论宣传引导,积极倡导全社会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大力

营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公正公平、宽容失败

的良好氛围.

附件:１专项工程责任分工

２环境影响评价说明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陆云南省人民政府

网站)

—６８—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十四五”数字云南规划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２２〕２６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十四五”数字云南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十四五”数字云南规划

目　录

一、发展基础与形势

(一)发展成就

(二)存在问题

(三)面临形势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主要原则

(三)发展目标

三、着力夯实数字基础设施

四、打造协同善治数字政府

(一)夯实数字政府基础支撑能力

(二)强化机关运行“一网协同”
(三)优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四)推进省域治理“一网统管”
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一)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

(二)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

(三)强化数字技术和应用创新

六、构建便捷普惠数字社会

(一)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

(二)推进数字乡村和数字城市建设

(三)构筑美好数字生活

七、构筑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

纽

(一)打造跨境数字基础设施

(二)推动数字经济跨境合作

八、营造健康安全数字生态
(一)完善数字发展政策体系
(二)健全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三)加强先进数字技术交流

九、环境影响评价

(一)效益分析
(二)不利环境影响分析
(三)消除和减轻不利环境影响的措施

十、风险评估
(一)风险因素
(二)风险应对措施

(三)风险等级

十一、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二)注重人才引培
(三)优化发展环境

(四)培育市场主体
(五)加强融资保障

附件１名词解释

附件２指标解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数字化发展、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

中国的决策部署,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重大机遇,大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用
“数字”为经济赋能、为发展提质、为治理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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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

划.
一、发展基础与形势
(一)发展成就

“十三五”时期,省委、省政府以高度的历史

使命感谋划建设“数字云南”,数字基础不断夯

实,数字产业快速发展,数字应用加速创新,打
造了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单项冠军”,数字化

发展成为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

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完成全光网省建设,固定

宽带实现行政村１００％覆盖,省际互联网带宽

能力达２８Tbps(太比特/秒).移动通信设施建

设成效显著,建成４G基站２１５万个,４G网络

行政村覆盖率达１００％,完成５G基站建设１９
万个.数据中心初具规模,全省共建成数据中

心标准机架数超４万架.云南省人工智能重点

实验室、云南省海量语言信息处理工程实验室

等研究机构先后落成,多项南亚东南亚语言处

理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能

力不断加强,基本建成对接国家平台,联通省、
州市、县、乡、村五级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９５％、全程网办和零跑动

率３４％,初步实现“一网通办”.打造“一部手

机办事通”APP,实现２０个办事主题１３６３个事

项“掌上办”,构建“无处不在”的移动政务服务.
社会管理能力持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更加精

准,公安高清视频监控不断完善,新一代移动警

务终端实现１００％入网.交通数字化管理水平

快速提升,全省高速公路光网、感知网初见雏

形,实现部分路段路网运行信息实时采集.数

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云南省环境资

源数据中心持续升级,汇聚超过５６亿条生态

环境数据,初步建成林业资源“一张图”,建成防

汛抗旱、水资源等专题库,有效支撑数字生态应

用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字产业化规

模实现快速增长,２０２０年全省信息产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１７０３亿元,“十三五”时期年平均增

速超２０％.电子信息制造业方面,移动终端、
显示器等实现“云南造”,硅晶圆片实现量产,成
功突破一批稀贵金属电子材料技术.软件与信

息技术服务业方面,以区块链为突破口,挂牌成

立全国首个省级区块链中心,在商品溯源、公共

资源交易、电子票据等领域打造了一批应用示

范.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振加速,行业应用场景

不断拓展.农业数字化方面,打造１０５个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制造业数字化方面,累计实施省级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７３项,有效带动生产效率提高、运
营成本降低.服务业数字化方面,持续开展“一
部手机游云南”建设,实现游客服务、行业监管

的数字化与智慧化.智慧物流建设成效显著,
建成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云南区域

交换节点和云南国际“现代物流云”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
数字社会建设加快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人口信息数据入库工作持续推进,全省累计

发放６５万张居民电子健康卡(码),实现就诊

“一码通”.在全省各州、市、县、区部署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各类教学资源超过１２０
万个.建成社会保险系统、公共就业服务系统.
在全国率先实现社会救助资金全程电子化发

放,发行加载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全省社会

保障卡持卡人数突破４５００万人,社会保障覆盖

面持续扩大.省级智慧养老平台录入全省主要

养老机构近４０００家,实现了养老服务机构统一

管理.
数字城市建设成效初显.昆明市五华区、

玉溪市、大理市、蒙自市、弥勒市、文山市先后成

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初步实现城市管理数字

化,有效带动全省数字城市创新发展.建成一

批市域治理中心平台,配备网格信息采集设备,
形成覆盖州、市、县、区、乡、村的网格化管理体

系,有效提升社会治理工作现代化水平.“刷脸

就行”工程加快推进,一批酒店、旅游景点、商业

区实现刷脸入住、刷脸入园、刷脸支付.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建设稳

步推进.昆明成为全国第四个拥有三大基础电

信企业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的城市,我省与缅甸、
老挝建成跨境传输光缆和国际信道出入口,国
际传输带宽达１０３Tbps,国际网络信息基础设

施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跨境贸易发展成果显

著,２０２０年全省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规模达

１３５３亿元,建成云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平台,提供通关、报检、融资、物流等“一站式”
服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务门户平

台,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合作.构建中国(云南)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全省多个边民互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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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上线南博会数字化平

台,成功举办“永不落幕的南博会”.
(二)存在问题

尽管全省数字化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但
仍存在数字化基础支撑能力弱、数字经济竞争

力不强、数字化创新应用不够、数据共享协同水

平不高、数字化要素保障不足等问题.
一是数字化基础支撑能力弱.我省尚不属

于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尚未建成国际互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昆明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尚

不具备国际互联网落地业务,在全国网络结构

布局中流量汇聚能力不强,枢纽地位亟待提升.
城乡数字鸿沟依旧存在,全省有约５０００个２０
户以上自然村未实现４G网络覆盖.政府数字

化基础相对薄弱,应用支撑能力不足,尚未建立

统一的公共核心基础平台,政务信息化建设“纵
强横弱”、“分散碎片”普遍存在,有３９６％的政

务信息系统运行在业务专网上,各类纵向业务

专网自成体系,大部分与政务外网之间相互封

闭、不能有效联通,制约了政府数字化转型.
二是数字经济竞争力不强.２０２０年全省

数字经 济 核 心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仅

３８５％,远低于７８０％的全国平均水平.行业

缺乏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等带动,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技术领域应用创新能

力不足,产业整体竞争力较弱.重点产业数字

化转型水平依旧不高,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

网、农业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尚未得到规模推广.
“上云用数赋智”发展刚刚起步,中小微企业数

字化转型平台、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传统产

业粗放、低效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
三是数字化创新应用不够.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等各领域数字化应用广度和深度仍然不

足,服务便利化、普惠化水平仍需提升.基层系

统录入和操作负担重,政府治理、城市管理等领

域数字化应用创新水平较低.数据中心应用需

求不足,全省大数据中心使用率仅２５％左右,
数字化赋能效用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各领域各

部门对数字化发展认识仍存在不足,数字素养

有待提高,在数字化建设中思路不清晰、重点不

突出、发展支撑弱,数字化在各行业各领域未能

实现全面突破.
四是数据共享协同水平不高.全省政务信

息化体系建设集约化水平不高,“烟囱效应”现
象明显,“信息孤岛”大量存在.政府部门间数

据交换共享机制尚未形成,数据壁垒依然突出,

省直党政机关现有的４５７个主要政务信息系统

分别由１８５个软件厂商承建,且采用不同技术

架构标准和规范.数据资源有效开发利用不

足,移动政务应用协同效应未能发挥,应用领域

局限,未形成百花齐放的全局态势.政府数据

与市场、社会数据的融合深度不足,经济社会治

理能力有待提升.
五是数字化要素保障不足.省、州市、县三

级的体制机制保障需进一步优化,发展政策、资
金等要素保障需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相关专

业人才缺口较大,特别是业务和技术复合型的

高端人才、企业家人才、实用型人才严重缺乏.
省内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合作不够

密切,未能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态势.创

新投入不足,２０２０ 年,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１％左右,远低于全

国２４％的平均水平,无法满足数字化发展的

创新要求.
(三)面临形势

从国际形势看,全球已进入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以５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创新周期大幅缩短,创新活力、
集聚效应和应用潜能加速释放,数字技术正在

全面融合渗透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

会治理、生产生活的赋能作用快速增强,数字化

发展已成为各国重塑全球竞争力、谋求竞争新

优势的共同选择.
从国内形势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战略高度,多次强调要适应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信息

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

创造新辉煌.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快数字化发

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数字化发展设置专门篇

章进行谋篇布局.
从省内形势看,目前我省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

期,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并发表重要讲

话,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云南省情特征、
发展方位、工作重点作出精辟判断、给予精准指

导,为新时代云南发展进一步打开了视野,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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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路径.“十三五”时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数字化发展,把数字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举措,坚持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
数字城市同步推进,数字技术同全省经济社会

各领域融合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了一批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应用示范,为促进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创新引领、数据驱动为核心,夯实数

字基础设施,深化数字开放合作;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以需求为牵引的原则,聚焦人民群众需

求,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协同推进数字经

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以数字化转型驱

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云南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二)主要原则

创新驱动,引领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提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以体制机制创

新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

应用大省.
集约共享,共建共用.加强“数字云南”统

筹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与应用系统集成建设,加
速实现网络互连、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最大限

度避免“信息技术壁垒”和“软件系统各自为

政”,努力实现数字资源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统筹布局,协调共进.落实“滇中崛起、沿

边开放、滇东北开发、滇西一体化”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城乡区域融合

发展和跨区域合作,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
优势互补、共享共赢的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新

格局.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主动服务和融入国

家发展战略,对内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

圈等建设机遇加快产业合作.对外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外向型数字经济发展模

式,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
积极稳妥,安全有序.加快构建泛在互联、

融合智能、安全可靠的数字基础支撑体系,加强

网络和信息安全监管、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坚持

安全保障与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

行,确保网络、应用和数据的安全.
(三)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数字基础设施趋于完善,数字

经济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数字社会服务

模式快速创新,数字政府运行与治理效能显著

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

化和智慧化生活环境.
数字基础设施泛在智联.信息基础设施全

面升级,光纤宽带网、无线宽带网、物联网实现

深度覆盖,基本完成重点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
智能化升级,建成全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基础设施有力支撑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应用.
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数字技术竞争力

显著提升,形成一批有一定创新能力、比较优势

明显的产业集聚区.数字产业化规模显著壮

大,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快速释放.
数字政府实现高效协同.深入推进科技创

新与政府自身革命相结合,实现党政部门间网

络跨层级、跨区域、跨行业横纵串联贯通、数据

资源整合共享、业务流程高效协同、政府决策科

学智慧、社会治理精准有效.“互联网＋政务服

务”水平大幅提高,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现线上

办理.
数字社会达到普惠便捷.形成高效便捷的

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

民生领域数字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城市数字

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数字城市治理实现跃升,数
字乡村治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数字

化发展加快,公民数字素养不断提升.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初步建

成.争取昆明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升

级为全业务局,建成昆明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进一步扩容.数字

经济“走出去”取得显著成效,数字技术、数字贸

易、数字金融、数字人文交流等领域与周边国家

合作进一步加深,跨国界、跨地域的数字经济合

作更加活跃.
数字生态体系健康安全.数字化发展政策

体系基本健全,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水平迈上新

台阶,关键数据资源安全保护能力显著增强,全
省数字化创新发展活力得到充分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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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数字云南规划发展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数字基础设施
５G基站数量(万个) １９ １５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Tbps) ２８ ６５

数
字
经
济

综合指标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３８５ ６５

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５７３ １８２０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４１５ １０００

国家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平台(个) ２ ５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达标企业(个) ７６ ２００

数字政府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涉密事项除外) ９５ ≥９９

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和零跑动率(％) ３４ ≥９０

数字社会

智慧校园融合应用示范学校(个) / １００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电子病历普及率(％) ６０ １００

数字化城管覆盖率(％) ３２ １００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数字枢纽
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数量(条) ０ ３

　注:以上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

　　三、着力夯实数字基础设施
打造高速互联的通信网络设施.推进全省

城市骨干网络升级与扩容,积极申报建设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加快全省百兆宽带接入
比例,面向重点区域持续扩大千兆固定宽带接
入覆盖范围.持续开展４G 网络优化补点,推
进５G 网络规模部署,促进５G 和４G 协同发
展.加快泛在物联感知网络部署,推进智能传
感器布设,支撑物联网应用发展.积极推进卫
星遥感、通信、导航定位等有关产业发展,加快
行业应用创新.

推进IPv６(互联网协议第６版)规模应用.
优化IPv６服务性能,提升云服务平台、内容分
发网络的IPv６服务能力,推动数据中心、边缘
云等支持IPv６.拓展IPv６行业融合应用,重
点开展电子政务外网、政务云平台、政府网站等

IPv６改造,积极推动工业、农业、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等行业IPv６应用发展.

建立集约高效的算力基础设施.支持发展
绿色大数据中心,加快部署为人工智能、区块链

技术应用提供专门服务的算力中心,谋划建设
超算中心等高性能计算算力基础设施,探索建
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中心,推动边缘数据中心按
需布局,构建布局均衡、协同供给、梯次连续的
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推进省级国防动员潜
力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争取国家各类数据中心在我省布局建设.推
进云南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引导全省
数据中心资源集约利用、统筹布局.

发展开放便捷的数字应用设施.积极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平台、通用能力服务平台、专
业能力服务平台等,支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的
快速研发与落地.持续推进安全可扩展的区块
链公共服务平台与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区块链
应用快速上线,推动云南区块链产业发展.

四、打造协同善治数字政府
以推动数字政府改革为目标,以应用需求

为导向,以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为切
入点,基于政务云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政府信息化建设,打造“一网协同”、“一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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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网统管”政府运行与服务管理模式.
(一)夯实数字政府基础支撑能力

１建设集约高效的政务云
建设省级政务云和云安全保障体系,统一提

供政务云服务和通用安全服务,各地各部门原则
上不再单独建设基础设施,已建不符合要求的政
务云平台原则上不再继续扩容.政务云实行省
统一部署或省、州市两级节点部署、互联互通.
按照“非涉密系统应上尽上”原则,推进政务信息
系统上云工作,加快实现政务信息系统共建共
享.打造政务云“两地三中心”容灾备份体系,为
政务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提供高可靠灾备服务.

推进全省电子政务外网拓面、扩容.
２推进统一公共支撑平台建设
建设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统一服务融合支

撑平台、统一应用支撑平台,强化对各类应用支
撑和对接力度,提升政务信息系统协同和开发
能力.省直有关部门现有政务系统,经技术改
造后接入相关平台,新建系统按照统一数据、业
务接口标准接入,鼓励州市级政务系统接入.
省级统一部署人工智能、政务区块链等基础平
台,提供智能化工具、底链支撑及感知数据整
合.各地各部门原则上不再单独建设公共支撑
平台.

专栏１　公共应用支撑能力提升工程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建设.覆盖群众、法人、非法人组织、公职人员等群体,合法合规整合多种认证方式和认

证源,分类实现全省“一处认证,全网通行”.
统一服务融合支撑平台建设.打造接口网关、服务总线、安全审计等能力,实现各部门政务应用系统稳定集

成、互联互通、安全可控.
统一应用支撑平台建设.打造应用开发运行环境和通用组件库,夯实公共支撑能力,实现系统需求快速响

应、敏捷开发,并建立技术规范标准体系,规范各类政务应用开发.
电子证照系统升级.持续升级现有电子证照系统,提供电子证照发证用证、电子印章认证、数字签名认证及

加解密等服务,对外提供系统接口及规范文档,推进应用系统接入.
信用平台升级.开展云南省各州、市社会信用一体化平台升级优化,提高社会信用数据质量,升级信用核

查、信用承诺、信用监管、信用协同、“信易＋”等应用,优化营商环境.

　　３建设一体化政务数据资源体系

加快构建并完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空

间地理、社会信用信息库、电子证照库等基础库

以及各地各部门业务主题库和有关专题库,动
态更新、叠加、关联数据,形成多维度的人、事、
物信息体系.加快完善可信数据共享交换体

系,建设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资

源目录,省直各部门已建、新建非涉密系统采用

数据接口方式接入平台,加快各类政务数据共

享.建立全省统一数据标准和重点行业数据标

准,为数据治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等提供依

据.落实数据质量保障责任,建立数据质量管

理闭环.根据部门职责按需依法依规使用共享

数据,加强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管理.编制政

务数据开放目录,建设统一的政务数据开放平

台,向社会提供开放政务数据的查询、下载、应
用接口等服务,开展创新应用.

专栏２　基础数据资源库建设工程

　　建设人口基础信息库.以公安部门人口数据为基础,进一步整合司法、卫生健康、税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等部门数据,构建全省统一的人口基础信息库,制定更新维护管理机制,保持数据鲜活稳定.对接融合有关

事业单位、互联网企业等社会人口数据,进一步丰富人口基础信息库.
建设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以市场监管、机构编制、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数据为基础,以税务、统计、公安

等部门数据为扩展,构建全省统一的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对接第三方法人单位有关数据,进一步丰富法人单

位基础信息库.
建设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库.制定全省统一自然资源数据融合标准规范体系,汇聚整合交通、水利、生

态环境、气象等部门及社会第三方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形成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空间数据资源库,构建全省统一

地理信息底图.
完善社会信用信息库.以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据为基础,整合各行业部门失信数据、未履约数据、行政审

批、行政处罚、联合激励和惩戒名单等信息,建立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信用联动

机制,建立完整、真实、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及社会信用信息库,对接融合第三方信用数据,进一步丰富社会信用

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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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电子证照库.丰富全省统一电子证照库,持续推动全省党政机关签发的证件、执(牌)照、证明文件、批
文、鉴定报告全量归集.加快历史存量证照电子化录入,加强电子证照的签发、使用、共享、安全等管理工作,保
障电子证照法律效力.

　　(二)强化机关运行“一网协同”
提升政务协同办公数字化水平,构建统一

的政务协同办公平台“云政通”,支持各地各部
门网上办文、办事,服务跨部门、跨层级远程办
会,提供政务服务事项的集中处理、协同审批及
统一效能监管服务.提升决策指挥数字化水
平,加快政务应用创新,支持基于“云政通”平台
研发各类跨部门、跨层级应用,实现部门协同联
动和应用共建共享.建立完善以汇聚数据为基
础的部门间数据共享应用机制,建设政务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大力推进部门通过平台获取共

享数据,促进业务协同和流程优化,减少数据重
复采集,减轻群众和基层信息负担.分级构建
决策指挥系统,强化政府科学决策辅助能力,探
索研发决策执行模拟系统,围绕规划布局、经济
调控、应急指挥等构建分析模型,优化决策的合
理性和精准性.提升行政监督数字化水平,建
设纪检监察、巡视巡察、行政执法监督、审计等
问题整改动态监管平台,推进问题发现与整改
的全过程闭环可控,实现行政行为全程留痕留
印、风险可控和过往可溯.

专栏３　政府数字化运行建设工程

　　“云政通”服务端建设.建设新型办公应用,实现公文全程电子化流转管理、远程会议音视频互动.推进机

关事务系统整合,提升在线工作效率.以需求为导向,推动各地各部门办公系统和业务系统对接“云政通”,助力

业务流程再造和应用优化.加快政务应用创新,鼓励基于“云政通”平台研发各类跨部门、跨层级应用,实现部门

协同联动和应用共建共享.制定“云政通”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明确数据、系统的接入流程、接入改造、接入验

收评估等环节,推动各级各部门信息化系统接入“云政通”,加快“云政通”的推广应用.

　　(三)优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通过与云南人社１２３３３、“一部手机办税

费”等各地各部门移动端业务系统对接联通,将
“一部手机办事通”升级打造成为群众和市场主
体提供一站式移动服务的总门户,提升面向个
人、市场主体的政务服务水平.围绕人民群众
日常关切的水电气网办理缴费以及就医、社区
服务等民生热点,推动服务流程再优化、填报材

料再精简.以市场主体获得感与满意度为导
向,全面梳理跨部门、跨层级涉企服务事项,打
造企业集成套餐服务,进一步归并、简化办理流
程,推动材料并表、流程并行、审批并联,并通过
可信身份认证、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等措施,强
化全省在线办理和联合办理能力,政务服务高
频办理事项实现“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最
多跑一次”.

专栏４　政务服务升级改造工程

　　“一部手机办事通”升级改造.面向群众个人,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基本民生服务事项接入“一部手机办

事通”,推进高频服务零跑动.面向市场主体,推动各类涉企政府服务系统平台与“一部手机办事通”联通,推进

企业开办与注销、社保缴纳、税费缴纳等主题场景应用.以法人库和电子证照库为基础,建设云南省“云企码”,
打造“一企一码”个性化数字名片,实现“亮码办事”.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升级.增加项目申报指引,实现项目申报信息自动检查、自动提醒、自动校验、
自动比对.拓展事项申报渠道,在平台门户网站部署增加事项申报入口.完善项目预警督办机制,提升预警督

办能力.推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审批系统同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互联共享,
开展同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系统等平台数据对接工作.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升级改造.开展平台架构升级改造,构建具备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用户管理、统一信息发

布、统一应用、统一入口功能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新建电子档案、信用管理、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优化平台安全

防护体系.

　　(四)推进省域治理“一网统管”
１提升数字化经济调节能力

加快政府经济运行调节体系建设.围绕生

产、消费、投资、就业、财政、金融、物流、能源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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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重点领域,推进经济运行数据采集、治理

标准化建设,加快市场主体、生产要素、宏观政

策、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等基础数据汇聚,建立经

济运行大数据分析计算模拟等模型,开展经济运

行分析和预判,分级构建决策指挥系统,为宏观

调控、产业政策、风险处置等提供决策支撑.

专栏５　经济运行监测与分析

　　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预测预警分析应用.建立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分析基础库,构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
产业经济、行业经济、微观经济等数字化分析子系统,提高经济运行监测分析质量和水平,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

警能力.

　　２提高数字化监督管理能力
推进市场监管体系数字化转型.针对食

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开展
云南省重点食品(产品)安全信息区块链追溯平
台建设,以冷链物流、预包装乳制品、肉制品为
突破口,建立全省食品安全追溯主题库,建设来
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追溯体系.推进
明厨亮灶、明厂亮线等对接社会公益类、政府监
管类信息化平台,接受社会监督.建设网络外
卖智能监管平台等,通过从各类交易平台抓取
主体数据,开展数据对比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
逐步实现对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经营者以及其

他网络交易服务机构的有效监管,依法查处网
络交易中的违法行为.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升级完善监管工作平台,并纳入省“互
联网＋监管”系统运行.

推进“互联网＋监管”建设.升级完善省
“互联网＋监管”系统,建立健全监管履职评估
评价体系,实现监管对象全覆盖、监管过程全记
录、监管数据可共享可分析可预警,推动事中事
后监管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建立全省统一
的执法信息公示平台,依法公开行政执法职责、
依据、程序、结果等,接受社会监督.

专栏６　“互联网＋监管”、“互联网＋督查”

　　“互联网＋监管”系统升级.升级完善省“互联网＋监管”系统,对接整合各级各部门现有监管信息系统,统
筹推进省、州市、县三级监管信息化建设,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

“互联网＋督查”系统升级.与省“互联网＋监管”等系统对接联通,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复用,实现督查事项

一网通办、智能管理.

　　３优化数字化社会管理能力

打造智慧交通综合管理体系.推动交通基

础设施与交通感知网络、通信网络同步建设,推
进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等智慧化改造.打造综

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体系,与公路

经营管理单位通信指挥系统、路政应急处置系

统、公安交警指挥调度系统的对接,实现“一路

多方”的交通运行监测和应急协同应用,推动交

通智能化应急指挥体系闭环运行.试点客运电

子票证、货运“一单制”等,持续优化数字交通服

务能力.积极开展车联网、车路协同和无人驾

驶等技术创新试点.推动昆明智慧交通区域辐

射示范、保山城乡一体化智慧交通体系示范、玉
溪国家电子车牌试点城市等建设,引领全省智

慧交通快速发展.

专栏７　智慧交通

　　建设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资源目录,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台,推动跨部门、跨领域、
跨行业的多源数据标准化汇聚.深化全省交通态势“一张图”建设,推进在建高速BIM(建筑信息模型)数据整合

汇聚.
智慧交通监管体系建设.建设云南省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开展数字化执法、公路治超联网和数字化信

用工程建设.加快综合交通运输运行协调和应急指挥系统、交通运输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建设.推广载运工具智

能化主动安全防控装备和技术应用,以“两客一危”车辆为重点,开展载运工具主动安全防控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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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加强智慧应急能力建设.围绕安全生

产、自然灾害等,建设全省应急通信网络,接入

有关单位存量通信网络资源.综合物联网感

知、视频监控等手段,构建全域覆盖的应急感知

网络和数据采集体系,建设应急管理综合应用

平台,实现跨部门和跨层级的业务协同和信息

共享.围绕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

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重大风险,以及地质灾害、气
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风险,
构建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预警模型,实现

全要素综合监测、综合风险评估、灾害风险预

警、灾害态势智能分析.建立应急指挥信息系

统,实现应急救援智能化、扁平化和一体化指挥

作战.

专栏８　智慧应急

　　数字监测预警与监管执法能力建设.推进全省危险化学品、尾矿库、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１００％
在线监测监控,涉氨、涉氯企业全部完成倾斜摄影和风险智能研判模型建设.推进森林火灾监测预警系统、部级

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隐患排查和风险分级防控系统应用.更新全省执法装备,优化流程、完善功能、汇
聚数据.

　　构建立体化智能治安防控综合体系.加快

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建设警务云应用生态和

网络体系,打造智慧警务,建设智慧公安,构建

智慧业务应用体系.持续提升治安防控能力,
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刑事侦查的数字化、智
慧化和高效化.

统筹推进智慧边防建设.按照“有用、实
用、管用、好用、可持续”的原则,聚焦强边固防、
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疫情防控等目标,构建

全线智能感知、智能计算、智能预警的数字防御

体系,提升边境管控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为全国智慧边防建设打造云南样本.
４加强数字化生态治理能力

加强数字生态环境与监管体系建设.搭建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增强对大气环境、水环

境、辐射环境、声环境等的实时感知.开展环境

形势综合研判、环境政策措施制定、环境风险预

测预警、重点工作会商评估,建立全景式生态环

境形势研判模型,提升生态环境管理决策能力.
健全事前预警和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综合法治、
信用、社会等监管手段,用数据助力监管效能提

升.推动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和网上综合信息服

务,构建舆情分析引导服务、公共信息公开监

督、一站式企业综合服务等能力,建立公平普

惠、便捷高效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提高

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水平,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工艺自动化和智慧化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环境

污染治理效果.

专栏９　滇眼工程

　　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搭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形成面向水环境、大气环境等的智慧化问题发现

体系.大气环境监测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建设,实现滇中５州、市和西双版纳州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能力全覆盖.水环境监测方面,新增监测断面(点位),实现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全

面覆盖九大高原湖泊(以下简称九湖)、六大水系及一二级支流、大型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流域面积超过

１００平方公里的水域.土壤环境监测方面,新增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辐射、声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加密布设自动

化监测站点.
云南省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搭建生态环境云服务平台,汇聚各类环境数据以及污染源监测、排污许可、行

政处罚、固废危废管理等多要素数据,建立环境要素数据库,横向打通自然资源、林草、水利等部门,纵向汇集省、
州、市、县、区生态环境数据,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加快环境公众服务便民化,建设企业“生态环境云”管家等服务

载体.
智慧环保决策应用服务体系.建立优化多环境要素问题分析模型,实现多数据驱动分析、多业务协同解决

的问题处置闭环.整合分析涉企数据,实现对重点排污企业精准画像.以长江经济带、九湖流域、赤水河流域、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等为重点,建立生态环境综合态势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九湖保护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

专题应用场景.建立智慧化应急指挥体系,实现风险隐患排查、事故预警预报等的全程快速联动响应.
应对气候变化主题场景.对全省碳达峰目标、碳排放家底、各领域碳排放情况、重点碳排放企业情况、碳排

放控制成效、低碳能源及产业发展等信息进行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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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自然资源数字化管理.结合“多规合

一”成果,建设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

大数据平台,提供时空基准和“一张图”服务.完

善现有时空数据资源,规范云南省时空数据基

准,建立时空数据管理和更新维护体系.建设自

然资源全生命周期智慧管控体系,发展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评价、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国土空间规

划与用途管制等自然资源管理服务应用.

专栏１０　智慧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大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构建云南省新型基础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涵盖全省基本比例

尺地形图、基础遥感影像、激光点云等.推进二三维一体化的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
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大数据平台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大数据平台建设,搭建统一的服务门户和

数据中台、服务中台、移动中台,形成智慧自然资源的基础支撑体系.

　　加快数字水利发展.完善水利数据采集体

系,加强对雨情、水情、工情、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等相关指标的感知.构建数字水利大数据

中心,形成数据资产管理体系,推动数据资源跨

部门共享交换.构建“智慧水利调度与监管系

统”、“智慧防汛抗旱”等系统,为实现信息公示、
灾害预警预报、公众服务、监督举报提供精准服

务.加快智慧水利业务创新,推动防汛抗旱、水
资源管理、水利工程管控、水土保持、河湖监管、
水文监测预报等应用建设,运用数字化手段支

撑治水、管水、用水,着力实现政府监管精细化、
江河调度一体化、工程运行智能化、应急响应实

时化、公共服务便捷化,提升水利行业科技支撑

能力.

专栏１１　数字水利

　　九湖智慧化管理平台.补充完善九湖监测体系,建立九湖流域水生态环境趋势分析与综合管控应用,打造污

染源监控与生态环境执法平台,构建九湖保护指挥调度平台,着力打造九湖治理的监管、决策、指挥数字化体系.

　　打造数字林业发展引擎.加快森林防火视

频监控系统建设,探索视频监控网络与其他感

知系统的联合应用.搭建生态环境因子监测评

价、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与防治可视化决策

分析、智能视觉感知等应用,实现区域生态状况

分析研判、物种管理等.建设统一的林草空间

基础信息体系,推进林草产业服务平台等建设,
提高资源管理的准确化、精细化、实时化、高效

化水平.

专栏１２　数字林业

　　数据管理体系建设.加快林草云平台建设,统一调度和管理各类计算存储资源.加快林业大数据中心建

设,建立数据、技术等标准规范,实现存量、增量数据的汇聚、清洗、入库.
数据应用体系建设.汇聚全省各类林草资源和保护管理数据,统一林草资源数据库,规范各业务类型技术

标准,优化数据应用.建设多维数据集成、二三维可视化展示的全省林草资源系统,实现林草资源空间分布、生
态保护修复等的动态可视化展现.搭建产业服务平台,建立林产品品牌培训平台、信息集中发布和预测预警系

统、质量追溯体系等.

　　５推动智慧法治发展

深化政法跨部门信息化执法协作建设,推
进侦察、逮捕、起诉、审判、执行、法律援助等协

同应用.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办案全周期

溯源管理能力,搭建诉讼服务、执行指挥、办公

办案数字化体系,探索“云上物证室”等区块链

司法应用.推进智慧检务应用创新,探索数字

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模式,开展量刑建议辅助、
刑事执行检察智能辅助等办公办案应用.发展

智慧司法,推进智慧执法监督、智慧公证、智慧

调解、智慧司鉴等智能化应用体系建设,提升依

法治省、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监督、刑事执行与

应急指挥、公共法律服务等综合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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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３　智慧法治

　　智慧法院.完善升级智能协同应用系统,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智能辅助办

案和业务协同应用.融合区块链等新技术,推进电子卷宗在执行案件办理全流程中的深度应用.聚焦案件、政
务、人事,建设完善行政办公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建设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

智慧检务.开展量刑建议辅助、资金流向分析、减刑假释智能辅助等智能辅助办案应用建设,打造智慧案件

管理应用、移动办公应用、检察官业绩考评等管理应用建设,构建“智慧办案、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为主题的智慧

检务应用体系.
智慧司法.建设云南省区块链＋行政执法和监督平台,结合区块链技术,实现行政执法、监督等数据上链共

享,打造智慧执法、监督等业务应用.加快司法鉴定、律师管理、法律援助等平台的升级改造,满足司法行政机关

间业务协同需要.

　　６加快推进智慧党建

依托“云岭先锋”APP,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党建工作深度

融合,将党务管理、党建监督、党员教育、党建宣

传、民生服务等内容进行整合,实现党员、党组

织的全历程数字化跟踪.构建智慧党建支撑体

系,升级完善“党建云”基础设施,以党内统计、
干部(公务员)统计、人才统计等数据库为基础,
整合基层党建、干部管理、公务员管理、人才工

作模块数据资源.切实加快基层党建、干部管

理、公务员管理、人才工作“四个模块”建设运

用,推动“四个模块”数据互融、运用互通,提供

实时、高质量的数据来源,构建智慧党建数据大

脑,实现党建工作规范化管理、立体化运用、科
学化决策.

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以应用为导向,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企业上

云和产业互联网建设,加快农业、制造业、能源、
物流、旅游等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上云用数

赋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大

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支撑产业数字化发展.
(一)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

１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

引导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广泛应

用,推进农业土壤、气候、产业分布等各类数据

在一张图上叠加,实现农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数

据共享.鼓励企业发展茶叶、花卉、水果、蔬菜、
坚果、咖啡、中药材、肉牛等数字化农业特色应

用,建设一批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智慧农

业产业园区、智慧农场、农业智慧物流配送中心

等.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建立绿色农产品线上

销售、供应链协同、防伪追溯等体系,推动种植、
养殖、采购、销售到追溯全链条数字化升级,全
面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附加值.支

持企业创新合作模式,补齐农户使用数字技术

短板,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充分挖掘农产

品价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专栏１４　数字农业

　　重要农产品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创新农业监管服务模式,加强对农业生产数据、交易数据、流通数据

的实时采集监测,推动数据在不同主体间的互联互通,创新发展适应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轮作休耕指导、生态环

境监控分析、市场风险监控预报、病虫害监测预警、农资产品安全溯源等应用服务.
深入推进农产品上行.到２０２５年,联合省内外零售龙头企业,建立１００个农产品直采基地,加强产销精准

对接,加强农村电商物流网络建设,推动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电商运营能力,全渠道赋能本地农产

品电商发展.
“一部手机＋”三农应用.借鉴“一部手机”应用经验,围绕玫瑰、三七、苹果等重点农产品生产领域,整合农

业生产有关数据资源,建设“一部手机＋”三农应用,为农业企业、农户提供服务,实现在移动端选地选种、病虫防

治、配方施肥、加工销售等农业生产的动态监控与管理.

　　２打造绿色能源数字化发展引擎

建立健全覆盖全产业链的能源互联网.大

力发展智能电网,推进全省智能电网示范区建

设,提高电网调节性、灵活性,保障电力供给和

电网安全稳定.鼓励省内重点发电企业,部署

电力生产现场通信网络,推进电力生产数字化

应用建设.引导电力企业发展数字化电力调

度、输变配电体系,推进配电设备智能化改造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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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实现一体化大电网监控预警和分析决策.
加强政府能源管理和决策数字化,建设能源综

合运行分析、安全监管、“一部手机办事通”掌上

能源模块等服务,提升能源治理和公众用能服

务能力.加强数字化天然气安全监管能力建

设,重点开展天然气传输设备及管道的状态监

测、泄漏报警、智能巡检等应用建设.
推动智慧能源大数据采集开发利用.建设

联通国家、省、州、市有关部门以及电、煤、油、气
等有关企业的能源数据传输网络,建设可扩展

的云南绿色能源大数据中心,支撑能源数据应

用建设.打造“互联网＋能源”公共服务,提升

智慧用能等一站式服务水平.建立覆盖能源生

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能源监督管理网络体

系,支撑政府开展能源规划决策、能源宏观调

度、能源安全保障、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等.

专栏１５　智慧能源

　　智慧能源大数据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可扩展的云南能源大数据中心与要素数据库,实现数据清理、分析、计
算等.依托大数据中心搭建可靠的数据中台,实现与政务云的生态联接.依托政务网打通国家、省、州、市数据

共享交换通道,形成绿色能源发展主题库、专题库.建立云南省能源大数据开发平台,服务能源经济运行分析、
规划管理、供需匹配、重点项目监控、生产安全监测等需要.持续推进区域性国际电力交易平台建设,发展智慧

用能、绿色能源交易新业态.

　　３深化发展智慧旅游服务

持续深化智慧旅游发展.持续优化升级

“一部手机游云南”,推进文化和旅游综合性服

务体系建设.加快智慧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在全省３A 级以上旅游景区、星级宾馆、旅
游集中区、州市级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实现智能

导游、电子讲解、刷脸认证等服务全覆盖,加快

重点旅游核心区５G 部署,打造“５G＋智慧旅

游”应用.以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

为重点,打造全国智慧旅游景区样板.打造租

车、包车等智慧旅游交通出行服务,打通景区交

通“最后一公里”,推动省内各大交通枢纽到重

点旅游城市、景区的无缝对接、零距离换乘和高

效接驳.加快建立智慧旅游标准体系和统计体

系,搭建文化和旅游可视化综合管理体系,实现

市场综合执法、市场主体信用建设、游客投诉受

理与处置等数字化服务管理.

专栏１６　智慧旅游

　　建设旅游大数据中心.推进涉旅行业信息内容资源的整合,建立大数据采集、管理、共享、交换及技术标准

规范和管理规范.制定信息资源共享目录,推动信息资源实时共享与创新应用.
加快推动乡村旅游数字化发展.加快乡村旅游的４G、５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旅游数字化

展示、推广、信息查询、路线规划、线上预约、智慧导览、投诉受理等服务,实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推动田园

风光、康体养生、休闲农业等新兴旅游业态发展.重点支持大理沙溪古镇、丽江里格村、红河阿者科村等一批村

镇开展乡村旅游资源和产品数字化建设.

　　加快智慧康养产业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
康养产业的深度融合,引导医疗养老机构加大
老年健康科技辅助技术产品应用,建立和完善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加快推动医养结合模式发
展,加强康复治疗中心、护理中心的标准规范建
设.

４推动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推进工业互联网网络和平台建设.鼓励企

业开展内外网改造升级,加快５G 网络对重点
工业园区、重点行业企业的覆盖部署,大力发展
“５G＋工业互联网”.建设重点行业和重点区
域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推进工业互
联网平台和标识解析的协同应用.引导行业龙

头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建设具有区域、行业特
色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以及公共服务平台,
培育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运营管理
等工业互联网应用.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企业数字化
转型工程,支持企业开展５G全连接工厂、数字
产线、数字车间和数字工厂建设,打造重点行业
全数字化标杆示范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业务系
统向云端迁移,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能,降低企
业信息化改造成本.深入推进企业两化融合工
作,建立企业数字化能力评估体系,加强对企业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的指导.鼓励重点行业
骨干企业加快流程再造和业务创新,发展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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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创新、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
等新模式新业态.重点推动烟草全产业链条数

字化,建设“数字烟田”、“数字车间”、“数字工
厂”,打造工业４０数字烟草.

专栏１７　智能制造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聚焦制造业龙头企业打造２０个全数字化标杆示范,支持１５０家以上重点行业骨干

企业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引导２００家以上规模以上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支持２万家

以上中小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开展“上云用数赋智”.在全省打造１０个左右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基

地,支持一批５G全连接工厂(园区)建设.

　　５深度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加快物流产业数字化创新.实施智慧物流

工程,鼓励传统物流信息平台向物流供应链平

台转型,重点培育１０个智慧物流信息平台,提
高物流全过程透明、可视、可追踪的智能化管理

水平.积极打造国际运输、多式联运、冷链运

输、农村物流等重点领域物流信息系统,促进生

产、消费、电商物流等的协调发展.加强智慧物

流信息监管,建设综合物流大数据运行监测分

析体系,对接国家物流信息平台,接入物流枢

纽、物流企业和有关数据资源,全面准确掌握交

通运输物流业运行状况,提供跨区域、跨部门物

流公共信息一站式信息服务.
大力发展智慧金融.积极争取数字人民币

试点示范建设,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推广.拓

展企业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业机构继续推进知

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等数字金融业务的试

点和推广.支持传统金融与新金融的融合与创

新,加快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数字化转型.积

极开展“信易贷”工作,完成云南省中小企业融

资综合服务平台开发部署.发展在线金融服

务,推广智能投资顾问等服务.
６全面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供给

加快构建全省数字化转型普惠服务体系,
纵深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鼓励平台企业

提供研发设计、经营管理、生产加工、物流售后、
数据分析等核心业务环节数字化转型服务.建

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

制,为中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者提供价廉质优

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产品.
(二)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

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化发展.持续培

育和引进企业和重大项目,重点推动高端服务

器、新型智能手机、面向特定人群的智能功能

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研发生产,发展智能手

环、智能手表、智能防丢设备、智能眼镜等消费

类智能可穿戴设备生产制造,推进 GPU 板卡

生产、物联网传感器制造等产业布局,持续引入

信创整机制造项目.发展光电显示材料及器

件、红外和紫外探测器材料、新型锂离子电池正

负极材料和隔膜材料等光电子和电池材料.加

快新一代显示技术工艺、半导体关键材料的研

发生产.
加快新兴前沿产业集聚发展.壮大云南

５G产业,优先织密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等

州、市５G网络,实施５G应用“扬帆”计划,打造

５G融合应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５G
＋”信息消费、工业互联网、智慧物流、智慧电

力、文化和旅游等创新应用落地.联合国内相

关标准化组织、本地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开展重

点行业５G融合应用标准研究,促进行业应用

落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计算机视

觉、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义理

解等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依托云南省区块

链中心,加快区块链产业集聚发展,打造一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竞争力的区块链拳头产

品.做优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支持发展

系统集成、运维、软件外包、行业应用软件和解

决方案.构建基于自主可控基础平台的应用软

件开发和服务生态,推进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

件的研发与产业化.发展卫星应用产业,联合

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培育卫星应用服务市场.

专栏１８　数字产业化发展

　　做强电子材料产业.依托省内龙头企业,做强云南电子材料产业.突破稀贵金属电子材料深加工关键技

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锗、砷化镓、磷化铟等半导体相关材料和铟、镓、砷等高纯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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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深光电子产业.依托行业领先企业,加快布局平板显示、半导体照明、红外等领域,深化光电子材料深加

工和光电子元器件产业的发展.积极延伸光电子产业链,加强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应用产品研发和

产业化,积极布局LED照明产业、红外光电产业.
做大终端设备产业.依托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等现有产业园,积极引进国产计算机和服务器设备生产制

造项目以及无人机、机器人、VR/AR等智能硬件整机产业落地.
做优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引进国内外人工智能行业领先企业,加快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等建设,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空间载体.推动烟草、冶金、旅游等优势产业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新,开展智

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旅游等人工智能场景应用.
做精区块链产业.大力支持优势区块链企业发展,到２０２５年,培育５０家具备较强实力、国内领先的区块链

技术企业.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共享、社会信用、电子证照、版权保护、司法存证、财政票据、电子发票等领域

的应用.
做大信创产业.依托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云南省信创(大理)产业园等,加快信创软硬件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适配及服务,构建信创产业生态链,培育信创产业集群.加快制定信创产品推广应用机制,集中资源和

力量,推动信创硬件产品制造业、信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多语种软件产业化.

　　谋划产业布局构建产业发展新生态.淘汰

落后产能、推进园区优化升级,支持数字经济企

业向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集

聚,对入驻园区的数字经济企业,制定配套支持

政策,加快数字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一批省级数

字经济园区.聚焦电子材料、智能终端、软件开

发等精准制定专项支持政策和重点企业招商目

录,创新“政府＋招商平台＋龙头企业”产业招

商与园区运营模式,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通过

市场化方式引导产业集聚,培育引进一批在全

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专栏１９　数字产业集聚区

　　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依托昆明呈贡信息产业园,面向软件信息服务、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核心产业,吸引大企业、大品牌入驻,加快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园、中国数码港大数据产业园等产业项目.
云南省区块链中心.持续优化区块链中心配套服务体系,聚焦区块链底层关键技术、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

等领域,积极引进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区块链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创新创业团队、高端人才等,加快推进区块

链技术落地.
玉溪数字经济集聚区.打造玉溪高新智能制造产业园,积极引入新型园区运营商,建立“数字技术赋予中

心”和“数字经济资本智园”,大力发展智能技术及装备制造产业,加快数字产业集聚.
云南省信创(大理)产业园.围绕信创场景及应用,加快引进一批信创龙头企业,打造信创产业整机及其配

套设备制造加工基地,建立信创产业合作研究院、组建产业联盟和专家委员会等,构建信创产业发展高地.
蒙自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积极联动云南省自贸区红河片区、红河综合保税区等重点园区,聚焦高性能

印刷集成电路板、电子芯片封装材料、光电显示材料等电子元器件,手机、显示器、家电等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电子

产品等重点产业领域,打造区域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集聚地.
其他数字经济集聚区.以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重点,以昆明市为引领,推动曲靖经济技

术开发区数智制造园、楚雄数字经济产业园、中国(德宏)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保山市工贸园区国际数据服

务产业园、普洱数字经济产业园、中国—东盟(河口)跨境电商物流产业园等,打造电子信息制造、跨境电商等数

字产业集聚区.

　　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发展平台

经济,支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结合我省高原特色农产品、特色文创

产品等优势产业,构建跨地域、跨领域平台,为
双边或多边用户提供交易和服务.积极引进培

育在线文娱主体、挖掘云南特色文娱资源,鼓励

直播带货、VR/AR 等业态发展.推进会展业

态创新,依托南博会数字化平台为代表的线上

会展新平台,举办“云展览”,开展“云展示”、“云
对接”、“云洽谈”、“云签约”等系列活动.拓展

生鲜电商零售业态,建设网上超市、智慧微菜

场、无人超市等,拓展“无接触”配送覆盖,加快

布局社区、园区、楼宇等区域智能储物柜、保温

外卖柜、末端配送服务站和配送自提点等便民

设施.积极布局在线教育新业态,加强优秀在

线课程资源研发,引导线上线下教育常态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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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
(三)强化数字技术和应用创新

深入推进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建设,实施

锗、砷、铟及铂族等稀贵金属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强化技术

应用研发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行业数字化技术

应用创新,围绕５G、区块链、数字农业、智能制

造、智慧旅游等重点产业领域,鼓励建设产业创

新云南省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专业孵化器等产业创新

载体,推进公共测试、软件评测、网络检测、技术

标准等支撑能力建设.支持龙头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建立常态化人才培养、技术

创新合作平台.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统

计报告制度与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科

技成果评价体系.支持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打
造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平台.

专栏２０　关键数字技术创新重点

　　优势和前沿新材料.依托省内新材料重点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前沿新材料技术攻关,
突破镓、砷、铟等高纯元素提炼等关键技术,超前部署液态金属、柔性电极材料等前沿新材料的研发与设计,拓展

前沿新材料在光电显示、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应用.
工业应用软件.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工业应用软件研发,支持发展工业装备嵌入式软件、产品研发设计

软件、产品制造过程管理软件等关键工业软件,推进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制造执行管理系统、产品全生命周

期管理等工业应用软件的研发和应用.

　　六、构建便捷普惠数字社会

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手段,加快构建民生领域智慧化服务体系,推进

医疗、教育、养老、政府救助等基础支撑能力建

设,打造惠民、便民的智慧服务.围绕乡村基础

设施、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惠民服务等关键领域,
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以城市发展实际需求为出

发点,推进全省数字城市建设.聚焦构筑美好

数字生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进一步推广数字

家庭应用,提升公民数字素养.
(一)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

提升卫生健康领域数字化服务能力.加快

全省就诊一码通系统建设,实现居民持码(卡)
就诊一码通行以及就诊信息汇聚和调阅,提高

诊疗便利性.按照统一标准,持续推进省、州、

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建设云南省

云影像中心,实现全省二级及以上医院影像数

据(数字胶片)汇集、存储、共享调阅等功能,降
低患者诊疗成本.拓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医学影像数据挖掘、辅助诊

断等方面的应用,重点覆盖基层卫生机构,提高

诊断水平.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字

疾控平台)、免疫规划暨疫苗全程追溯系统、妇
幼保健信息系统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系统,打通医疗与公共卫生关键数据采集

渠道,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跨地区、跨部门互通

共享,强化医防协同.打造智慧医保平台,建立

基金运行、异地结算、监督检查等数据分析能

力,强化对医保基金的监管及监测预警分析.

专栏２１　智慧医疗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建设.建设一体化的传染病智慧多点触发预警平台,建设省、州市、县
三级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与决策系统,打通部门数据共享渠道,实现对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态监

测、数据收集、形势研判、指令下达等应用功能.
加快完善全省“互联网＋医疗”服务支撑体系.加快推进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二、三级

医院、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救中心５G网络和千兆光纤带宽网络全覆盖,支持二级及以上医院开展智慧医

院建设.

　　增加智慧教育的能力供给.深入实施教育

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实施“云上教育”工程,整
合构建优秀育儿资源,将城区优质教学资源和课

堂教学同步到乡村学校.构建中小学大数据精

准教学课堂,通过采集全场景过程性动态数据,
结合区域学科知识图谱,为学生构建最优学习路

径.推动智能学习终端在中小学的应用,逐步实

现学生人人拥有智能学习设备.推进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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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推动高质量在线课程资源纳入公共教学体

系,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

公平.整合教育系统内、外优质资源,在基础教

育领域开展与教材配套的优质数字资源库建设,
引进优质社会课程,构建教育资源共享体系,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建设全省智慧教育云

平台,推进幼儿每日活动教学和管理服务、小学

数学音乐美术教学、中小学入学管理、初中学生

体育考试管理、英语听力口语服务与考试、本科

高等学校专业评价等教育数字平台和应用建设,
促进教育管理现代化、决策科学化、服务网络化,
以数字化手段提高教育质量.

专栏２２　智慧教育

　　建设智慧校园融合应用示范学校.统筹推进校园有线网络、无线网络覆盖,打造数字化教学空间、创新创造

空间、文化生活空间、智能管理空间.遴选１００所智慧校园融合应用示范学校,开展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

新应用.
打造“三个课堂”优质服务.建设专递课堂,通过“一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模式,将名校优质资源推送到农

村薄弱学校.建设名师课堂,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设名校网络课堂,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全省范围内共享.
设立１００个信息技术与课堂应用融合创新课题.

　　构建数字人社服务体系.加快人社数字化

改造,推动跨层级跨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业务协

同,实现人社全业务平台、数据、服务的横向和

纵向整合.推进人社全业务网办,打造网上办

理为主的人社公共服务渠道.完善全省统一的

云南人社１２３３３公共服务门户,创新经办服务

体制.推进社会保障卡在人社业务领域的应

用,推进电子社保卡应用,为相关应用系统登录

环节提供实名认证,简化注册流程.

推进数字民政服务升级.加快低保服务智

慧化转型,加快人脸认证、指纹采集、电子签章

等技术应用,不断拓展线上服务范围,汇聚社会

救助、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等服务,构建以“一部

手机办低保”为核心应用的智慧救助服务体系.
升级在线服务后端经办系统,打造人性化在线

服务前端窗口,优化在线服务环境,确保服务对

象个人信息安全,构建“开放平台＋多元服务＋
统一标准”服务模式.

专栏２３　数字民政

　　云南省低收入人口数据库.整合全省各渠道低收入人口数据资源,建成覆盖全省、统筹城乡、分层分级、上
下联动、部门协同、定期更新的低收入人口数据,加强线下主动发现、线上信息共享,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信息汇

聚、常态监测、快速预警,做到即时干预、精准救助、综合帮扶,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发展智慧退役军人服务.推进全省统一的

智慧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形成线上线下融

合、服务衔接有序、规范安全高效的全省退役军

人工作新格局.打造退役军人一体化服务平

台,建立互联网＋退役军人服务平台、综合事务

管理平台、服务中心管理平台、运营管理平台、
智慧治理平台,提高退役军人业务治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
打造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智慧广电建

设,构建互联互通的智慧广电融合媒体云.鼓

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建设

云上智慧云、云上文化云、“七彩云”等公共文化

基础设施.

专栏２４　数字文化

　　云上智慧云建设.鼓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积极开展云上智慧云建设,构建融媒体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研发“党媒算法”,支撑覆盖省、州市、县三级融媒体中心,提高正面宣传的精准性和舆论引导的时度效.

智慧广电建设.加强４K/８K超高清生产和覆盖,实施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广电５G、“三区三州”市级广电融

合提升、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和乡村工程.构建云南广电大数据中心,建设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监测监管平台、
广电大数据云平台、网络视听平台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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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进数字乡村和数字城市建设

１数字乡村建设
运用数字化手段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打造全省统一政府救助平台,全面覆盖农
村低收入人口,建设低收入人口资源库、村级集
体经济帮扶救助全覆盖信息平台,汇集低保、就
业、住房、饮水安全、教育、医疗等领域数据,探
索多种救助方式,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得
到及时救助.加快建立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
管理体系,整合全省各类救助服务事项,精准刻
画求助者画像,高效响应群众的救助诉求.建
设易地扶贫搬迁数字化管理体系,针对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搬迁户和搬迁人口进行全

方位数据采集和动态更新,实现数据信息的共
建共用共享,做好精准管理和后续扶持.

完善信息惠农服务体系.推进云南政务服
务网、“一部手机办事通”和基层党组织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农村地区
全覆盖,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推进乡
村“互联网＋”教育、医疗健康等发展,提升农村
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
统筹全省涉农信息数据,鼓励开展市场信息、农
资供应等领域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全面实施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深入开展云推广、云培训,推
广“云农１２３１６”信息服务平台,推进“益农信息
社”建设,推动城乡资源全面对接和顺畅流动.

专栏２５　数字乡村

　　数字乡村试点建设.支持昆明市石林县、楚雄州楚雄市、红河州开远市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建设,积极开展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农业农村、农村科技创新、乡村数字治理、信息惠民服务等建设和发展,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做法经验.

　　２数字城市建设
夯实数字城市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城市基

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以工业园区、城市路网、街
道社区等为重点,推动传感器、摄像头等前端设
备及传输网络的共建共享,形成以“云、网、端”
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探索建
设城市要件库,通过前端感知系统,汇集涵盖城
市地形、地貌、道路、住房、水厂、电厂、地下管网
等城市要素信息.

加强数字城市应用创新.推动城市管理精
细化,加快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建设,制定数据
标准,规范各级平台建设和运行,构建城市网格
化管理、联合执法指挥调度等体系,开展城市排
水网络、天然气管网等实时监控.鼓励各州、
市、县、区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开展智慧环卫、智
慧城管、智能公交、智能停车、智慧车牌、智慧农
贸市场等城市惠民应用创新.推进城市建筑、
市政设施和地下管线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
实时监测感知建筑设施运行情况,科学设计、合
理规划布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打造数字城市核心中枢.围绕数据协同、

技术协同、业务协同,制定统一数据标准、接口
规范、调用规则,汇聚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惠企
惠民等数据.建立人口库、法人库、地理库、城
市要件库等基础数据库,推进各部门资源数据
与基础数据库全面对接,通过数据的实时更新
与动态叠加实现对城市运行的精准分析.鼓励
各地聚焦痛点难点问题,开展典型应用场景试
点,开发个性化、特色化应用场景,提升城市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促进城市治理从数字化到
智慧化.在昆明、大理、丽江、玉溪、保山、普洱
进行试点建设,总结经验并形成统一技术标准
后在全省推广.

(三)构筑美好数字生活

创新智慧社区服务.在有条件的社区开展
网络设施、智能终端等建设,深化社区网格化数
字管理模式应用,持续完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有效提升基层矛盾化解能力.鼓励社区
服务企业打造便捷物业服务综合体系,推动物业
管理、家政服务等应用创新,发展社区智慧养老
托育等服务.打通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发展
快递自提点、快递超市、智能快递箱等服务.

专栏２６　智慧社区

　　智慧社区建设.制定智慧社区建设指导标准和评价体系,引导企业部署监控设备、安全报警设备、自助服务
终端和其他物联网设备,探索建设“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提高社区物业管理、医疗社保、公共文化、养老托育等方
面的智能化、智慧化水平.

打造便捷物业服务综合体系.鼓励企业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对接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公共事业服
务平台,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提供家政服务、居家养老、快递代收等生活便利服务.建立完善智慧安防小区,加强
车辆出入、通行、停放管理,实现车辆管理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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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数字家庭应用.鼓励智能终端制造企

业加快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
创新多样化智能家居产品运营方式,构建数字

化生活新体验.推进数字家庭信息资源同智慧

社区、智慧物业管理互通共享.积极引导社区、
企业开展智能家居产品体验、应用培训等活动,
提高居民使用智能家居产品的能力.持续研究

和着力解决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伦理、道
德、安全等问题.

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加大公务员数字培训

力度,提升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数字素

养,提高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

城镇劳动者数字能力,完善企业员工、产业工人

数字技能培训体系,培育数字产业人才队伍.
开展农业农村新技术推广、电商销售、新媒体应

用等培训,构建现代农业科教信息服务体系,持
续提升农民信息化技能和水平.

提升数字包容性建设.强化老年人、残疾

人、偏远地区居民、少数民族群众等特定群体数

字化服务供给,鼓励企业研发设计无障碍智能

终端设备、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等,加强“云南

健康码”、公交地铁乘车、预约挂号等高频服务

事项的优化升级,加大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技术

研发应用和推广,消除服务资费、终端设备、服
务与应用等方面障碍.

七、构筑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

纽

围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
建设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国际通信枢纽和

产业合作平台,推进跨境贸易、跨境物流、跨境

金融数字化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推进

跨境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构建数字丝路的战略

核心枢纽.
(一)打造跨境数字基础设施

优化云南国际网络布局,推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昆明区域性国际

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向全业务升级,推进国际出

口带宽扩容,建设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

信息大通道,汇聚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

的国际通信业务.支持昆明建设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促进外向型产业集聚.加快中国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数字化建设,建成电子

商务监管配套、供应链配套、生活配套等一站式

综合服务体系.

专栏２７　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合作高地

　　中国(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完善云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对接,加速与海关、税务、外汇等有关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吸引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第三方支付、外贸综合

服务等企业接入平台.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换,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区域通关一体化.

　　(二)推动数字经济跨境合作

构建高效跨境物流智能综合体系.积极推

进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货物服务能力.依托中

老铁路、中国环印度洋大通道等建设,打造智慧

化跨境物流服务,统筹解决运输、商贸和监管服

务问题.聚焦河口、瑞丽、磨憨等重要口岸,加
快口岸智慧化建设,推动联运物流信息交换共

享,实现口岸通关物流信息可视化应用和异常

信息检测预警.鼓励支持企业建设面向南亚东

南亚的跨境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逐步实现区域

内国际物流信息互联共享.
深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完善支持激励政

策,外招内孵跨境电商主体,招引国内外知名跨

境电商企业在我省设立区域运营中心、创新中

心和分拨中心、发展跨境电商总部经济.探索

建设海外仓、边境仓、境内出口监管仓等,培育

跨境电商海外服务市场.持续优化升级云南省

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扩展对接税务、外
汇、金融等功能,实现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线上

全流程业务办理.建立跨境电子商务高效通关

系统,实现通关全程无纸化.建立商品溯源数

据库,汇聚生产、交易、通关、物流、支付、结算及

评价等综合信息,实现商品进出口全流程可视

化跟踪.实施数字边贸项目试点计划,创新云

南特色数字边贸模式,依托边境县域边贸市场,
支持有关龙头骨干企业开展云南省数字边贸服

务体系建设.
八、营造健康安全数字生态

加快建立数字化发展政策体系,统筹推进

政策、规章制度制定,建立完善数据安全防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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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强化数据安全技术研发应用,持续推进安全

策略与机制体制创新,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加强先进数字技术

交流,构建良好数字化发展环境.
(一)完善数字发展政策体系

加快建立数字化发展政策体系,重点围绕夯

实基础、应用引导、招大引强、营商环境等方向,
统筹推进促进政策、规章制度、治理政策以及相

关环境政策制定.制定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针对性出台数字经济扶持

政策,统筹用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专项基

金.拓展IPv６行业融合应用,重点开展电子政

务外网、政务云平台、政府网站等IPv６改造,积
极推动工业、农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行业

IPv６应用发展.加强数字知识产权综合行政执

法,引导各类主体依法诚信经营.加快引进一批

高端专业的数字化发展第三方服务机构落户云

南,提升面向数字经济的专业服务能力.
(二)健全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针对电子政

务外网、政务云等全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打造

立体纵深安全防御体系,完善安全“事前、事中、
事后”的全周期防护.加强安全技术应用创新,
建立集威胁情报分析、安全运行监测、安全趋势

分析、事件响应与处置等安全方案为一体的安

全运营体系,建设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统

一安全运营平台,实现全域动态安全管控.建

立涵盖主管部门、建设方、运营方等在内的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主体责任体系,加强行业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检查与风险评估.
健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落实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保护、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及风险评

估制度,定期开展网络安全专项督查与评估.
规范、完善和深化国产密码应用,提升密码基础

支撑能力、建立健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审查

制度.建立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理体系,制定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网络安全应急响应计划、灾
难恢复策略、恢复预案.明确各地各部门在网

络安全、系统运维等方面应对突发事件的责任

分工及工作流程,定期组织网络安全应急培训

并开展应急演练.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机

制,建立跨部门、跨地区工作联动机制,确保信

息安全协同共治.
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建立全省统一规范的

公共数据管理制度、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

审查制度,合理确定数据敏感程度和划分数据

安全级别,有效做好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加强对

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
聚焦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数字合作,加强数据

跨境流动安全评估,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管

理机制.加大对数字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

内容产品等保护力度.
(三)加强先进数字技术交流

围绕５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举办峰会、论坛、研讨会等,深化

区域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社交平台、融媒体平

台、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推广力

度,提升云南在数字领域的国内国际影响力.
九、环境影响评价

(一)效益分析

本规划实施后,基本建成数字基础支撑体

系,光纤宽带网、无线宽带网、物联网实现深度

覆盖,建成全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数字

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并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点之一,建成一批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经济发展新

动能快速释放.数字社会服务水平快速提升,
数字乡村治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数

字化发展加快,公民数字素养不断提升.数字

政府运行与治理效能显著优化,政府业务流程

高效协同、政府决策科学智慧、社会治理精准有

效.建成“城市大脑”核心中枢,推进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和运营全面数字化,形成数字城市建

设发展新模式.数字化国际合作更加活跃,初
步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数

字化发展政策保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数
字生态体系基本健全.

(二)不利环境影响分析

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等工程建设

对环境的局部不利影响较弱,主要体现在工程

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废渣等以及在部分工

程建成后存在的极少量电子辐射影响,经分析

验证,这些影响是暂时且可控的,只要在项目实

施及运行过程中充分重视可能存在的不利影

响,严格落实有关管理标准要求,采取相应的环

境保护措施,及时优化调整实施方式,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减轻或避免规划实施的不利环境影

响,不存在重要的环境制约因素,从环境角度评

价,规划是可行的.
(三)消除和减轻不利环境影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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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施过程中,依法加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空间保护

要求,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

相衔接.优化工程方案设计,从生态环境角度

提出切实可行有效的保护、减缓和补偿措施.
坚持节约优先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技术

应用.加强跟踪监测评估,对可能受影响的重

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和重要目标加强监测与保

护,及时掌握环境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工程运行过程中,严格落实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大数据中心等运行管理有关标准要求,开展电

子辐射、废水废气等环境影响重要指标的动态

监测,实时掌握环境影响情况,及时调整优化.
十、风险评估

为有效规避、预防、控制规划实施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风险,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对本规划

中的决策事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生态环

境、法律纠纷、财政金融和技术安全等风险进行

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
(一)风险因素

社会稳定风险.规划新建的大中型数据中

心、通信网络、５G 基站、产业园区等,涉及征地

搬迁、场地占用等关乎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的

事项,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群体上访、集会、阻挠

施工等社会不稳定事件.
生态环境风险.本规划涉及建设内容多数

为数字化项目,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有

害气体、废渣、废水以及电磁辐射、设备噪声等

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法律纠纷风险.规划新建的数字化项目建

设涉及地方政府、投资主体、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用水主体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

方合同合作关系,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和风险分

担,任何环节处理不当,可能发生法律纠纷.
财政金融风险.规划新建的数字化项目

中,部分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由于缺乏商业模

式,投资周期长、经济收益低,通常由各级政府

出资主导建设,可能增加财务负担,产生财政金

融风险.
技术安全风险.规划涉及多种新兴数字技

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在新技术调研、需求分析、
方案设计等工作开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对于

新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行性估计不足,产
生技术安全风险.

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规划涉及信息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采集汇聚政府、社会等多渠道数

据资源,在数据存储、传输、使用过程中,可能由

于管理不当、受到网络攻击等原因,出现数据泄

露、数据丢失等问题,造成数据安全风险.
(二)风险应对措施

社会稳定风险应对措施.强化项目前期工

作,科学论证,合理设计,控制拆迁影响规模,从
源头上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强化拆迁前期工

作,深入调查,充分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合理地

进行建设拆迁安置规划.严格落实建设拆迁补

偿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充分排查风险因

素,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强化评估结论应用和地

方政府维稳责任.
生态环境风险应对措施.严格按照国家相关

标准规范,开展无线通信设施建设的评估、监测等

工作,保证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满足国家要求,如果

发现有超标现象,及时责令建设单位进行整改.
按照相关管理要求,配套建设有害气体、废渣、废
水等处理设备.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将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和要求,采购、设置高效

低噪声设备,以降低噪声环境影响.
法律纠纷风险应对措施.强化各级地方政

府及其下属各部门的契约意识,维护政府信用.
加强对投资主体监管,明确投资主体责任.严

格执行项目建设和落实项目单位管理制度.规

范合作行为,完善合同约定事项.任何形式的

合作,应通过签订合同等形式,明确界定合同双

方的责权关系、违约处理、争议解决等内容,提
前预防法律纠纷风险.

财政金融风险应对措施.创新数字化项目

建设投融资体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建立规模控制、预算管

理和风险预警制度,全面动态监控地方政府性

债务情况,及时应对和处理.
技术安全风险应对措施.对新技术方案进

行充分论证,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行

性.对部分新技术,在部署前通过搭建实验网

络进行充分实验后再予以实施.在项目建设各

个阶段形成规范化、可操作的技术方案和设计

文档,指导工程建设并备案.聘请专业的第三

方咨询机构进行规划设计.
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应对措施.建立适应

数字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深化开展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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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的数据管理制度、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

安全审查制度,构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加强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推广信创产品应

用.部署密码保障系统并开展定期评估,强化

密码技术在重要数据保护中的推广应用.
(三)风险等级

本规划在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字经

济、打造数字政府、发展数字社会、打造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数字枢纽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社会效益.规划存在的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法
律纠纷、财政金融、技术安全、网络和数据安全

风险具有可控性.在充分落实前述风险应对措

施后,确定本规划综合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十一、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在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的统筹下,组
织、指导、协调各地各部门推进云南数字化发

展.做好规划的贯彻实施,加强综合协调和督

促落实,以重大项目、重点企业为切入口,完善

项目评估督导和统计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加强

对数字化发展的学习研究,提高数字化认知水

平,统一思想行动,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并根据各自职责,研究制定本地本部门

推进数字化发展的实施方案.构建数字经济统

计指标监测体系、考核评估体系,建立全省数字

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机制.
(二)注重人才引培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数字化发展重点

领域人才需求调查,编制引才指导目录、建立人

才数据库,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对高层次

人才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

制配套的特殊政策.落实科研人员“双聘制”,
探索高端、紧缺科技人才“多点执业”.发挥创

新创业孵化器作用,推进项目和人才一体化引

进,增强高水平项目、科研平台等对高端人才的

吸引力,实现以项目招引人才、以产业集聚人

才,在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子女就学、医疗养老

等方面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根据

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发挥用人主

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完善

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好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平台作用,加强

数字化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大力

推进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培养造就一

批战略科研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支持科研院所在云南设立

分院(所),积极培育数字化发展所需人才.各

地政府结合企业需求,畅通校企合作人才招聘

渠道,针对重点企业创新人力资源服务机制,满
足企业用人需求,降低企业招聘成本,逐步解决

人力资源内荒外溢的突出矛盾.
(三)优化发展环境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事

项,降低数字经济新业态企业设立门槛,采取包

容审慎的监管模式.强化数字经济重大平台、
重大项目建设中的能耗、土地、频谱等要素保

障.引导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制

及推广,加快智能制造、物联网、车联网等细分

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推进大数据采集、管理、共
享、交易等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落实５G
基站建设、数据中心电价优惠、区块链产业支持

等配套政策,全方位营造数字产业发展环境.
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防止资

本无序扩张,维护数字经济领域公平有序.
(四)培育市场主体

以市场投入为主,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数字云南”建设,推进省内外数字化发展交流与

合作,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展以商招商、
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大力引入国内数字经济

龙头企业落地云南.鼓励省、州、市、县、区国资

企业参与“数字云南”建设,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

动作用.优化完善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充分发

挥社会资本活力.鼓励企业参与数字技术相关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与海外企业开展数字技

术应用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五)加强融资保障

统筹整合全省信息化、电子政务等财政资

金,用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积极争取

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加大

“数字云南”各领域重点工程建设投入.研究设

立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基金,撬动企业和

社会资本在数字化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平

台等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上

市融资.加强银企政沟通协调,创新融资方式,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大项目支持力度.

附件:１名词解释

２指标解释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陆云南省人民政府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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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云南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２２〕２８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云南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目　录

一、发展形势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

三、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一)深入推进泛在感知体系建设

(二)实现５G网络全面深度覆盖

(三)加速构建高速智能光纤网络

(四)构建融合应用的空间基础设施

(五)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六)发展安全可扩展的区块链基础设施

四、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

(一)构建数字农业基础设施

(二)打造工业数字化基础设施

(三)发展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四)构建智慧物流基础设施

(五)发展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六)建设数字民生基础设施

(七)打造数字生态基础设施

(八)建设数字城市基础设施

(九)完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

(十)打造数字政府基础设施

五、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一)积极建设产业创新基础设施

(二)大力布局科研基础设施

六、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开放与安全

(一)引导开放布局合作

(二)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七、环境影响评价

(一)不利环境影响分析

(二)消除和减轻不利环境影响采取的措施

八、风险评估

(一)风险因素

(二)风险应对措施

(三)风险等级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二)优化发展环境

(三)强化人才支撑

(四)加大资金支持

附件１名词解释

附件２指标解释

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

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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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系统布局建设新型

基础设施,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打牢长远发展

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

待的坚实保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形势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演进,世界从工业时代加速向数字时代迈进,
５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

术同经济社会的融合持续加深,新型基础设施作

为数字化发展的基石,重要性更加凸显.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以数字

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正在蓬勃兴起,助
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在扩

大内需、稳投资、稳增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拥有广阔发展空间.随着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理念深入人心,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

穷,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高效配置,经
济社会转型和人民对智慧便捷生活的向往对数

字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了新动能.
从省内形势看,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

南,精辟概括了云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四个

突出特点”,对云南作出了“一个跨越”、“三个定

位”、“五个着力”的明确要求,为云南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时期,
是我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是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机遇

期.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化

发展基石,对我省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打造

“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连接点和支撑

点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机遇与挑战,需要坚定

信心、科学谋划、系统布局,统筹推进“十四五”
时期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建用并举、
以用促建,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

施发展,加速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稳步发展融合

基础设施,适度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为推进

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实现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创新驱动,引领发展.准确把握新型基础

设施技术前瞻性强、升级迭代快的特点,重点推

进５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应用,以创新引领全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开放共享,融合互通.推动各类设施融通

发展,推动数据资源共享,促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强化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和市场监管,打通

多元化投入渠道,科学有序推动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
统筹布局,协调联动.围绕全省“滇中崛

起、沿边开放、滇东北开发、滇西一体化”区域协

调发展格局,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以数字化推动

区域高效联动、协调发展,提升整体发展效能.
绿色普惠,集约建设.坚持生态环保、绿色

低碳,优先应用节能技术产品.坚持普惠原则,
鼓励智慧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消除数字

鸿沟.坚持集约化建设,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效益.
积极稳妥,安全有序.夯实基础,着眼未来,

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合理部署新型基础设施,避
免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完善安全保障体

系,防范化解潜在风险,确保网络数据安全.
(三)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初步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
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智慧

能源、智慧旅游等融合基础设施领域建成一批

全国标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升,新
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云南建设和云南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昆明

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向全业务拓展.５G 网络设

施在西部地区处 于 前 列,５G 用 户 占 比 达 到

６０％以上,应用场景更加广泛.建成昆明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全光网省建设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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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固定宽带用户占比达到３０％.物联网实

现全省县级以上主城区普遍覆盖、重点区域深

度覆盖.互联网协议第６版(IPv６)流量规模和

网络规模快速提升.全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

系建设深入推进,打造一批行业级大数据中心,
全省数据中心整体利用率提高到５０％以上.
建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批新技术应用基础

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融合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建成

１００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培育５个国家工业

互联网应用示范平台,建成２０个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二级节点,建成一批智能电网示范区,城
乡智能充电基础设施全面覆盖,旅游景区及服

务场所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物
流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服

务能力显著提升,数字生态监测、治理效能大幅

加强,全省数字化交通网、智慧应急体系基本建

成.民生数字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建成一批

智慧医院和智慧校园.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快速推进,创建一批数字城市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管理运营能力快速增强.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成效.围绕

高原特色农业、有色冶金、稀贵金属、能源、烟
草、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领域,新建一批国家

级、省级重点实验室以及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

究中心,全省科研创新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云南省“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标表
发展指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信息基础设施

　５G基站数量(万个) １９ １５

　１０G－PON端口(万个) ５５ ４０

　移动网络IPv６流量占比(％) １３ ７０

　物联网终端接入数量(万户) ７０５９ １５００

融合基础设施

　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量(万个) ２８ ２００００

　公共充电桩数量(万枪) ０６ ４

　数字农业示范基地数量(个) － １００

创新基础设施

　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个) ７ ９

　云南省技术创新中心数量(个) － １０

　云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数量(个) ９０ １５０

　注:以上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

　　三、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加速构建高速泛在、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

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增强数据感知、传输、存储

和运算能力,持续推动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
(一)深入推进泛在感知体系建设

统筹利用４G、５G、物联网和光纤等技术,提
高固移融合、宽窄结合的物联网接入能力.拓展

物联网应用场景,以应用为导向,围绕农业生产、
工业制造、城市管理、生态监测等重点行业,实现

智能传感设备规模部署,构建跨行业、跨领域的

泛在物联感知网络,提升物联网感知设施综合利

用水平.加快建设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体系、标准体系、安全管理体系,支撑各行业基

础设施物联网应用和标识解析应用服务.

专栏１　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企业建设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云南省顶级节点,组建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云南省应用推广中心,提升面向云南省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物联网标识解析及应用创新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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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５G网络全面深度覆盖

加快５G网络商用规模化部署和应用,促
进５G和４G长期协同发展.实现５G在城镇、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区域连续覆盖,中心

城区、交通枢纽、物流园区、商业楼宇、重点医

院、疾控中心、工业园区、高等院校、热点景区、
特色小镇等区域深度覆盖,有序推动乡镇及以

上区域和重点行政村的室外覆盖.按需促进能

源、教育、工业、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媒体、医
疗等重点行业优先覆盖.深入推动５G行业虚

拟专网试点和部署,加大应用推广力度.持续

提升４G网络在铁路、偏远地区、边境沿线等的

覆盖面,不断提升网络质量.推动通信基础设

施与其他基础设施融合发展,降低５G 网络的

建设、运营成本.

专栏２　５G网络建设及应用工程

　　到２０２３年,基本实现全省县级以上城区５G网络全覆盖;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建成５G基站１５万个,在数字农

业、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智慧旅游、数字小镇、智慧医疗、智慧教育、远程办公等领域打造１００个“５G＋”创新应

用试点示范.

(三)加速构建高速智能光纤网络

持续推进全光网省建设.积极申报建设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优化州市与省级骨干

网络、国家级骨干网络之间的连接,降低网络时

延.推进城域网与国家骨干网协同扩容,开展

州、市至县城、县城至乡镇以及县、乡驻地域内

光传输网络和城域网设备升级、网络扩容.持

续增加光缆出省方向,提高网络承载能力和互

联网省 际 出 口 带 宽.加 快 城 市 地 区 １０G－

PON光纤网络升级改造,推进千兆光网建设,
打造“千兆城市”.推动新建住宅小区和商业楼

宇落实国家光纤到户标准,提升百兆宽带接入

比例.面向政企单位、重点园区、家庭用户,着
力扩大千兆固定宽带接入网络覆盖范围.提升

IPv６网络承载能力,全面推进IPv６商用部署,
加快云平台、数据中心、广电网络IPv６改造,提
升IPv６网络性能和服务水平.

专栏３　网络能力建设工程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设.支持昆明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部署基础电信运营商

的骨干网互联互通网络设备、接入链路、机房配套,融入互联网网络顶层互联互通架构,提升到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互联网访问速度.

根域名镜像服务器建设.支持昆明申请引入根镜像服务器,配套相关监测系统,为全国互联网用户提供根

域名解析服务,提升根域名镜像服务的均衡性,进一步优化根域名解析性能.

(四)构建融合应用的空间基础设施

推进全省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实现

北斗时空基准服务网络全覆盖.建设国家北斗

数据中心云南分中心,为社会提供跨行业、跨层

级的北斗数据服务.升级改造云南省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云南数据与应用中心,提升数据

中心的资源整合管理和服务能力.面向资源环

境、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率先开展一批

卫星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提升行业应用发展水

平.
(五)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统筹全省算力基础设施布局,结合实际应

用需要,加快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算力中心、
边缘数据中心建设.打造云南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体系,构建布局均衡、协同供给、梯次连续的

全省数据中心格局,积极融入国家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体系.在昆明、玉溪、大理等地建设大数

据中心省级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支

持曲靖、丽江、普洱、保山等地打造大数据中心

次级节点,推动与全省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深

度融合.支持边缘数据中心建设,打造一批满

足低时延、高可靠要求的边缘计算应用场景.
积极引进国家级行业大数据中心落户云南.部

署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重点面向全省提供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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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算力服务,同时承接东部地区算力需求外

溢.完善数据中心发展配套环境,推动数据中

心间高速度、大带宽、低时延互联网络建设.鼓

励依法依规自主选择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降
低用电成本.支持打造行业数据大脑,推动大

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

专栏４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数据中心绿色化发展.强化绿色设计,鼓励采用氢能源、液冷、分布式供电、模块化机房等高效系统设计方

案,强化存量数据中心绿色技术应用和改造.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 PUE(电能使用效率)降低到１３以下,
既有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改造后PUE值不高于１５.

边缘数据中心建设.引导云计算企业、运营商等结合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试点、公共安全等应用需求布

局具备低时延、高可靠、云边协同分析的边缘数据中心,打造一批边缘计算应用试点示范.
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建设.吸引国内人工智能领先企业落地云南,采用领先的人工智能计算架构,引导云计

算企业、人工智能领先企业等适时打造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算力服务、数据服务和算法服

务,支撑全省人工智能数据开发利用、生态建设与产业集聚创新.

(六)发展安全可扩展的区块链基础设施

依托已建区块链网络,进一步扩充区块链

网络节点,持续完善云南区块链基础网络.加

快建设安全可扩展的区块链开发部署、测试认

证等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区块链应用快速上线、
降低开发运营成本.推广云南区块链平台,推
动更多行业应用快速开发与上线.持续推进

“孔雀码”在更多商品领域推广应用.
四、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推动交通、物流、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智慧

化改造,逐步形成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融

合基础设施,支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为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构建数字农业基础设施

鼓励农业生产企业在农业生产现场部署环

境温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等各类传感节

点,支撑农业生产环境感知预警、可视管理、决
策分析.深入推进云南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

建设,汇聚卫星遥感、农情气象、物联网采集等

多渠道农业数据.引导建设数字农业示范基

地、智慧农业产业园区、智慧农场、智慧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等载体,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

各环节数字化水平.推进农村电商服务站点、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流通网络设施的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升级.

专栏５　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云南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及州、市分中心建设.汇聚农业数据资源,开展数据整合与标准化治理,构建全

省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库,实现省、州市、县三级的农业应用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

建设数字农业示范基地.结合绿色食品重点产业,首批遴选２０家基础好、技术强的企业开展先行先试,建
设生产型、经营型、管理型和服务型数字农业示范基地,重点开展物联网监测体系、水肥自动化控制、病虫害防治

等能力部署.

(二)打造工业数字化基础设施

夯实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实施工业互联

网外网提升计划,推动企业外网改造升级,搭建

低时延、高带宽、广覆盖、可定制的工业互联网企

业外网.实施工业互联网企业内网标杆计划,支
持工业企业建设改造企业内网,在重点企业内推

进５G、边缘计算、时间敏感网络等网络技术部署

应用.支持昆明、曲靖、玉溪建设重点行业和重

点区域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整合工业

互联网平台和标识解析的协同应用.
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构建云南省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全面支撑工业经济运行

监测和安全生产监管.引导省内重点企业建设

烟草、钢铁、有色、能源等优势产业工业互联网

应用平台,承载设备连接、汇聚数据资源、支撑

应用开发.重点培育国家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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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发展一批重点行业产业链配套、供应链协

同、生产性服务平台.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企业数字化转

型工程,推动企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关键环

节的数字化,支持建设数字车间和数字工厂.鼓

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

专栏６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完善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云南省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和安全生产监管平

台、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构建全省统一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打造多层级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围绕高原特色农业、有色冶金、稀贵金属、能源、烟草等,引导企业打造工

业互联网行业应用平台.“十四五”期间,培育５个国家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平台,发展５－１０个重点行业产业

链配套、供应链协同、生产性服务平台,扶持３０个重点企业建设创新应用平台.

(三)发展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协

同高效建设.实施综合交通网全光纤网络和物

联感知全覆盖工程.建设智慧公路,推动公路

感知网络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养护工程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投用.发展智慧铁路,提升

铁路全路网列车调度指挥、运输管理、维护检测

智能化水平.打造智慧机场,推进机场内部信

息网、物联网建设.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与交通

枢纽智能协同调度.推动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

建设,完善导航、票务、换乘等设施,加强不同运

输方式信息互联共享,提升综合出行服务便捷

水平.建设服务区综合信息平台,提升服务区

智能化水平.加快全省新能源充电桩、充换电

站等部署,建立市场化建设、运营机制.

专栏７　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工程:在基础设施网络互联、全息感知基础上,推动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基础设

施资源数字化,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建筑信息模型化(BIM)和综合交通视频资源上云,推动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与运行的数字化管理,实现信息高速网、三维虚拟化路网、实体运输网的“三网合一”和云化服务.建设省级综合

交通系统,打造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和省级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协同管控和安全应急工程.围绕

“智慧高速”建设和改造,建设智慧服务区,发展“智慧出行”.
车联网应用示范建设.支持昆明市等重点州、市建设支持车路协同的无线通信网络,推进卫星互联网、５G

等的部署并提供服务.推进道路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开展无人驾驶、物流运输、交通管理等智慧交通应用

创新.
智能充换电设施建设.按照“车桩相适,适度超前”原则,统筹推进集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商业化运营、社会

化分时租赁、公交场站运营、出租车/网约车/物流车运营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充换电服务体系建设.建成全省

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平台.到２０２５年,建成公共充电设施４万枪,实现城乡充电基础设施全

覆盖.

(四)构建智慧物流基础设施

推动传统物流设施改造升级,加快智慧物

流设施推广应用.开展智慧物流试点,布局建

设５个智能仓储示范基地.支持企业充分利用

自动化、智能化的传输、装卸、分拣、包装等技术

装备,加快传统仓储设施的智能化改造,重点推

动无人仓等智慧物流项目建设.探索智慧物流

新型服务模式,引导“无车承运人”模式、智能仓

配一体化服务等新模式应用,建设智能化、无人

化智慧物流.

专栏８　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物流枢纽数字化升级.围绕昆明、大理(祥云)、德宏(瑞丽)、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憨)等地,联合电商

物流龙头企业,加快仓储、分拣、配送、装卸等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
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推进电商智慧产业园、现代综合物流产业园等智慧物流产业园区建设,建成一批规

模大、自动化程度高的现代化智能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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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智能电网示范区,推进电源、电网、负
荷、储能高效互动、动能电力协同互补、用能需求
智能调控,精准匹配电力供需,提升电力系统平
衡调节能力.依托文山等全省电力负荷中心,提
升智慧电网能源负载和优化调度能力.建设能
源数据传输网络和云南绿色能源大数据中心,联

通各地各部门以及有关能源企业,及时、准确掌
握全省能源运行数据.大力推广“多表合一”,实
现电、气、热等多种能源消费信息的远程感知、传
输汇聚.引导省内煤炭企业积极发展现代化智
能化煤矿,优化井下布局、生产系统,推广新型生
产模式,提升综采综掘数字化水平.

专栏９　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智能电网建设.围绕五个重点环节(发电、输变电、配电、用电、智慧能源)和四个支撑体系(通信网络体系、
调度控制体系、信息共享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加快５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电网应用.推进昆明、玉溪、
大理、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智能电网示范区建设,提高电网调节性、灵活性,保障电力供给和电网安全

稳定.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建成主动感知、安全高效、决策智能的数字化绿色智能电网.

(六)建设数字民生基础设施

完善智慧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推进智慧
医院建设,支持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
诊疗设备网格化、移动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

进云南省智慧医保平台建设.建设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加快智慧养老服务终端设备的应用和
统一接入,实现养老大数据采集和深入分析.

专栏１０　智慧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开展智慧医院建设.支持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智慧医院建设.以全省三级医院为重点实施医疗

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开展患者病情监控、医院资产管理、安防设施维护、院内急救调度、医疗废物转运、医
疗设备状态监测等.

智慧医保平台建设.建立覆盖１７个统筹区的医保核心业务网络,构建统一的全省医保云平台,推动医保业

务数据融合汇聚,支撑全省参保人员、医疗机构、药店、药品及耗材厂家、经办机构、医保工作人员、参保单位的医

保基础信息管理、医保基础业务办理.

推广智慧教育基础设施.以学前、高中阶

段学校教育专网为重点,加快全省教育光纤网

络建设.推进多媒体互动教学设备在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学班的覆盖,加强全省职业院校、高
等院校虚拟沉浸、仿真实训教学环境建设.

专栏１１　智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校园数字化改造.统筹推进校园有线网络、无线网络覆盖.打造数字化教学空间、创新创造空间、文化生活

空间、智能管理空间,优化学校基础环境.开展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应用,探索实现差异化教学、个性

化学习、精细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的典型途径.
教育大数据平台建设.建设用于省、州、市、县、区、校各级教育大数据交换、存储、共享的教育大数据平台,

指导各州、市、县、区现有平台有序接入省级平台.汇聚全省教育数据,梳理各级数据资产目录,打造数据交换共

享中枢,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

完善智慧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有序推进全

省国家级及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度假区、

３A级以上景区等区域实现５G连续覆盖,保障

大密度客流环境及偏远旅游区域的通信设备信

号畅通.加快推进景区智慧化改造,鼓励酒店

部署刷脸入住、自助前台等智能服务以及智能

家居产品,提升旅游数字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推进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涉旅数据集中

整合和开放共享.推进云南广电大数据中心、
智慧广电融合媒体云、云上智慧云、云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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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七彩云”智慧融媒体服务平台等公共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

专栏１２　智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智慧景区建设.优先在旅游景区实现５G连续覆盖,加快停车场、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等数字化改造.
推进景区预约入园服务建设.引导景区开发数字化体验产品,普及景区电子地图、语音导览、扫码识景、预约预

订等智慧化服务,丰富线上线下游客体验内容.到２０２５年,完成石林、崇圣寺三塔、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４家全

国智慧旅游景区样板建设,全面完成４A级景区智慧化改造,引导３A级景区智慧化升级,打造１０个智慧旅游示

范村镇.

(七)打造数字生态基础设施

建设数字环保基础设施,运用无人机、地面

自动监测等手段,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在州、市、县、区行政区域内以及国家级、省级重

点工业园区内新建一批大气环境监测点、水质

断面监测点、水质自动监测站、土壤环境质量监

测点与辐射、声等环境监测点.打造生态环境

大数据体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决策科学化、智
慧化.建设智慧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立自然

资源数据采集、管理、更新长效机制,构建全省

统一的智慧自然资源大数据体系.整合、治理、
完善现有时空数据资源,规范全省时空数据基

准,建立全省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数据库,健全

时空数据管理和更新维护机制.

专栏１３　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形成面向水环境、大气环境等的智慧化问题发现体系.大气环境监测方面,进一步

优化完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建设,实现滇中５州、市和西双版纳州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能力全

覆盖.水环境监测方面,新增监测断面(点位),实现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全面覆盖九大高原湖泊、六大水

系、大型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流域面积超过１００平方公里的水域.土壤环境监测方面,新增土壤环境质

量监测点.辐射、声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加密布设自动化监测站点.

数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运用地基水

文水质监测等手段,构建雨情、水情、工情、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等水信息的感知网络.建设

数字水利大数据中心,形成数据资产管理体系,
建设智慧水利调度与监管、智慧防汛抗旱等系

统,推动数据资源跨部门共享交换.

专栏１４　数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数字水利感知体系建设.针对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灌区等开展水文监测预警设施补充建设.在国家重

要防汛城市、省级重要防汛城市、一般防汛县城新建防洪排涝城市水文监测系统.针对城市周边水工程、城市排

涝河道、城市易涝点等区域新建自动监测雨量站,升级改造现有雨量站.开展现有国家基本水文站升级改造.
新建固定墒情站,提高站点布设密度.

智慧滇中引水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成先进实用、高效可靠、覆盖滇中引水工程区域的全生命周期

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工程三维可视数字化建设管理、运行管理和水资源优化调度决策支持.

构建数字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林草监测感

知网络,提升监管实时性、准确性.依托中国林

业大数据中心、中国林权交易(收储)中心,开展

林草数据汇聚、整合、共建共享等工作,探索数

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新机制,完善林草数据

管理体系建设.
(八)建设数字城市基础设施

加快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以工业园

区、城市路网、街道社区等为重点,突出传感器、
摄像头等前端设备及传输网络的共建共享,形
成以“云、网、端”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化基础设

施体系.推进智慧社区基础设施部署,加快智

能售货机、无人售卖机、智慧微菜场、智能回收

站等各类智慧服务终端布设.开展智慧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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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改造、信息联网,推动公共交通无现金支付

全覆盖.支持昆明市等州、市申报国家新型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
建设城市大脑.建设泛在感知基础设施,统

一共享数据资源,搭建先进智能支撑平台,打造

便捷高效城市应用.通过前端感知系统,汇集涵

盖城市地形、地貌、道路、住房、水厂、电厂、地下

管网等城市要素信息,探索建设城市要件库,推
动城市信息模型(CIM)和数字孪生技术在城市

运行管理服务中应用.支持昆明市、大理州、丽
江市、玉溪市、保山市、普洱市等州、市进行城市

大脑试点建设,总结经验后在全省推广.

专栏１５　数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智慧城市排水系统工程.在排水防涝设施关键节点、易涝积水点等区域进行流量计、液位计、雨量计等智能

化终端感知设备布设,提高数据获取和实时监测能力.新建或增设排水防涝信息化平台,提升城市内涝治理水

平.
智慧停车管理.加快采集、整合市政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和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各类停车场信息和资源,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智慧停车管理平台,逐步接入社会经营性停车资源,打造停车引导、泊位预约、交易支

付、电子发票等停车服务,实现全省智慧停车一体化管理.
智慧农贸市场建设.推进传统农贸市场设施数字化改造,建立智能称重收银、菜价交易公示、商户信息公示

等功能,实现市场信息管理透明化、规范化.

(九)完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

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

电信普遍服务补偿试点工作,加快补齐４G、光
纤网络等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短板.支持农村地

区广播电视网络发展.积极探索农村５G创新

应用,鼓励企业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终

端、技术产品等,加快完善有品质保障、“产品库

＋公共服务＋营销渠道”融合的“一部手机云品

荟”供应链服务平台.
(十)打造数字政府基础设施

建设省级政务云,打造政务云“两地三中

心”容灾备份体系,推进政务信息系统上云工

作.完善电子政务外网支撑能力,推进网络架

构升级、带宽扩容以及深度覆盖,打造业务流和

视频流高效传输的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持续

完善“一部手机办事通”服务端,建设政务协同

办公平台,提升党政机关运行数字化水平,提高

面向个人、企业的政府服务效能.推进身份认

证、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档案、便民支付、
服务热线等公共应用支撑建设,持续升级完善

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一部手机办事

通”,推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智
能化升级改造,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政务服务.

专栏１６　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省级政务云建设.建设全省政务云和云安全保障体系,统一提供政务云服务和通用安全服务.政务云实行

省统一部署或省、州市两级节点部署、互联互通.建立政务云上云标准体系,全面推进政务信息系统上云,提升

云资源集约使用规模效益,２０２５年省级非涉密系统上云率不低于９０％.
省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提高省、州市、县、乡、村五级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支撑能力,改造形成双核心、

双链路、负载均衡的网络架构.逐步实现万兆到州市、千兆到县、百兆到乡镇(街道)全覆盖,村(社区)按需接入,
推进各级各类机关及事业单位接入.

建设智能政务服务大厅.推进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网络化、智能化升级,集成融合政务服务办事终端,打造一

体化智能服务,实现扫脸办、扫码办、手机办、就近办,推进２４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智能办.

打造智慧应急基础设施.加快应急指挥通

信网络升级改造,实现多部门协同、各层级贯

通.融合物联感知、视频感知等手段,实现对安

全生产高危行业领域立体化、无盲区动态监测.

建立全省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加快推进区域性

全灾种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打造覆盖全省的应

急广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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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７　数字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应急指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推动省、州市、县三级应急指挥通信网络扩容,完成全省卫星应急移动通信平

台以及乡镇卫星电话配备.加强窄带无线网络建设,建成覆盖消防、森防、煤监、地震、应急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

等部门和单位的窄带集群通信网络.依托电子政务外网,横向联通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重点单位网络.建设音

视频通信融合系统,实现现场音视频多网络融合传输、多终端采集和展现.

构筑智慧法治基础设施.围绕全面依法治

省、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监督、刑事执行与应急

指挥、公共法律服务五大司法行政核心业务,加
快智慧公安、智慧检务、智慧法院、智慧司法建

设,支撑治安防控、检察、审判、刑事执行等工作

提质增效.
统筹推进智慧边防建设.按照“有用、实

用、管用、好用、可持续”的原则,聚焦强边固防、
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疫情防控等目标,构建

全线智能感知、智能计算、智能预警的数字防御

体系,提升边境管控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为全国智慧边防建设打造云南样本.
五、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一)积极建设产业创新基础设施

依托重点园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

研发机构、龙头企业,支持建设一批孵化器、众
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释放产业创新发展活

力.加快引进重点行业领军企业,积极吸引产

业链相关企业,打造一批产业研究院等创新基

础设施.

专栏１８　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一批创新创业平台,推进平台专业化发展.鼓励大中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型孵化机

构,推动技术、项目、人才和服务资源集聚.建立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创新创业平台资源共享机制.到

２０２５年,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５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１０家、云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１５家、云南省众创

空间３０家.

(二)大力布局科研基础设施

积极争取国家在云南布局生物多样性及生

态安全等领域的重大创新平台,依托龙头企业、
高等院校等培育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优化

重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围绕大数

据应用研究与开发、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加

强重点实验室布局.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在云南落地.重点推进量

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区块链工程研究中心等载

体建设.积极对接省内外高等院校和龙头企

业,谋划设立实体化创新平台,为云南省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常态化、定制化的发展咨询服

务,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和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等平台载体.

专栏１９　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省级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围绕生物医药、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融媒体等领域及新

兴、交叉学科领域,建设、优化重组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到２０２５年,新增云南省重点实验室３０个以上.
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优化整合现有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择优建设一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争取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在我省落地.到２０２５年,争取建设云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６０个.
重大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云南热带病联合研究院建设,建成国家级传染病研究与防治中心,带动

传染病基础研究与防控产品产业化.建设景东１２０米全可动脉冲星射电望远镜,支撑构建我国自主脉冲星时间

体系.建设２米环形太阳望远镜.

　　六、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开放与安全
(一)引导开放布局合作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国连

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信息大通道,加快推动跨境

通信光缆建设,持续扩容中缅、中老跨境光缆,推
动建设中越河口—老街跨境国际通信线路.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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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云南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机

遇,积极推动昆明国际通信出入口局从语音、数
据专线和互联网转接业务向全业务升级,着力推

动昆明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提升国际

通信服务能力,促进外向型产业集聚.
加强融合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深入推进互

联互通国际大通道建设同数字技术发展深度融

合.积极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物流枢纽,

完善跨境物流服务体系,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深入推进跨境电商平台建设,鼓励“互联网＋边

境商贸”业态发展.
推动创新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积极支持与

周边国家共建联合研发机构、设立技术转移和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深入推进同老挝、斯里兰

卡、缅甸等一批联合实验室的优化升级,带动云

南技术、标准走出去,提升技术、产能合作水平.

专栏２０　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信息大通道建设工程

　　升级昆明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功能.持续完善昆明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的功能和性能,开通面向全球的国际互

联网业务,将昆明打造成具有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国家语音、数据、互联网全业务落地结算和交换功能的国际通

信枢纽,有效解决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间互联网和数据业务绕道北京、上海、广州转接出境的问题,缩短国际

通信传输距离和时延.
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支持昆明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推动运营商增设专用网络设备,

优化园区及城域网链路,建设园区经优质网络资源至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的逻辑直达通路,提升园区企业的国

际互联网访问性能.

(二)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完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规章制度,
强化重要数字基础设施保护,加大对蓄意破坏

新型基础设施的惩罚力度,加强设备的防盗防

毁、防电磁信息辐射泄漏、防止线路截获、抗电

磁干扰及电源保护能力,保障新型基础设施设

备长期安全运行.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

度,加快构建针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安

全保障体系,明确新型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的保

护范围、主体、责任和措施,加强对重要信息的

保护.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促进密码事业发

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支持开展网络安全

技术和产品研发.加强安全培训,提高相关责

任人安全意识,最大限度保障基础设施、网络与

数据安全.
七、环境影响评价

(一)不利环境影响分析

新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局部不利

影响较弱,主要体现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噪声、废渣废水废气等以及在部分工程建成后

存在的极少量电子辐射影响,经分析验证,这些

影响是暂时且可控的,只要在项目实施及运行

过程中充分重视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严格落

实相关管理标准要求,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

施,及时优化调整实施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减轻或避免规划实施的不利环境影响,不存在

重要的环境制约因素,从环境角度评价,规划是

可行的.
(二)消除和减轻不利环境影响采取的措施

工程实施过程中,依法加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空间保护

要求,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

相衔接.优化工程方案设计,从生态环境角度

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减缓和补偿措施,坚持节

约优先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技术应用.
加强跟踪监测评估,对可能受影响的重要生态

环境敏感区和重要目标加强监测与保护,及时

掌握环境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工程运

行过程中,严格落实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大数据

中心等运行管理相关标准要求,开展电子辐射、
废渣废水废气等环境影响重要指标的动态监

测,实时掌握环境影响情况,及时调整优化.
八、风险评估

为有效规避、预防、控制规划实施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风险,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省政府令第２１７号),对本规划中的决策

事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法律纠

纷、财政金融、技术安全及网络和数据安全等风

险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
(一)风险因素

社会稳定风险.规划新建的大中型数据中

心、５G基站等,涉及征地拆迁、场地占用等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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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财产权益的事项,处理不当容易引发

群体上访、集会、阻挠施工等社会不稳定事件.
生态环境风险.规划涉及建设内容多数为

数字化项目,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

渣废水废气,以及电磁辐射、设备噪声等会对周

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法律纠纷风险.规划新建的数字化项目建

设涉及地方政府、投资主体、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方合同合

作关系,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和风险分担,任何环

节处理不当,容易发生法律纠纷.
财政金融风险.规划新建的数字化项目

中,部分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由于缺乏商业模

式,投资周期长、经济收益低,通常由各级政府

出资主导建设,容易增加财政负担,产生财政金

融风险.
技术安全风险.规划涉及多种新兴数字技

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在新技术调研、需求分析、
方案设计等工作开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对于

新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行性估计不足,容
易产生技术安全风险.

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规划涉及信息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采集政府、社会等多渠道数据资

源,在数据存储、传输、使用过程中,可能由于管

理不当、受到网络攻击等原因,出现数据泄露、
数据丢失等问题,造成数据安全风险.

(二)风险应对措施

社会稳定风险应对措施.强化项目前期工

作,科学论证,合理设计,控制拆迁影响规模,从
源头上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强化拆迁前期工

作,深入调查,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科学合理地

进行建设拆迁与安置规划.严格落实建设拆迁

补偿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充分排查风险

因素,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强化评估结论应用和

地方政府维稳责任.
生态环境风险应对措施.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８７０２－２０１４)开展无线通信设施建设的评估、监
测等工作,保证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满足国家要

求,如果发现有超标现象,及时责令建设单位进

行整改.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

家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和要求,采购使用高效低

噪声设备,以降低噪声环境影响.
法律纠纷风险应对措施.强化各级地方政

府契约意识,维护政府信用.加强对投资主体

监管,明确投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项目建设

和落实项目执行单位管理制度.规范合作行

为,完善合同约定事项.项目合作应通过签订

合同等形式,明确界定合同双方的责权关系、违
约处理、争议解决等内容,提前预防法律纠纷风

险.
财政金融风险应对措施.要创新数字化项

目建设投融资体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建立规模控制、预算

管理和风险预警制度,全面动态监控地方政府

性债务情况,及时应对和处理.
技术安全风险应对措施.对新技术方案进

行充分论证,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行

性.对部分新技术,在部署前进行充分实验后

再予以实施.在项目建设各个阶段形成规范

化、可操作的技术方案和设计文档,指导工程建

设并备案.聘请专业的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规

划设计.
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应对措施.建立适应

新型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深化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建立完

善的数据管理制度、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

审查制度,构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加强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推广信创产品应用.
(三)风险等级

本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社会稳定、生
态环境、法律纠纷、财政金融、技术安全、网络和

数据安全风险具有可控性.在充分落实前述风

险应对措施后,确定本规划综合风险等级为“低
风险”.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在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
强化全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统筹,组织协

调各成员单位统筹重大项目建设、专项资金安

排、要素资源配置等,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省直有关部门、各州、市加大组织

推进力度,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加强项目

审核,遏制盲目上马,避免重复建设,杜绝铺张

—９１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浪费.每年对重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

估,推动有关项目尽快落地见效.
(二)优化发展环境

持续改善和提升发展环境,激活新型基础

设施发展潜能.实施负面清单与鼓励类目录相

结合的政策,放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准入条件,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加

强规划统筹衔接,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与电力、交
通等专用通信网基础管线的共建共享.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新型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审

批及土地产权证办理程序.鼓励各地各部门在

新型基础设施用地以及财税、金融等资源要素

上给予支持,切实降低项目建设运营成本.
(三)强化人才支撑

依托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引

进一批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学科带头人、技术领

军人才和紧缺人才,对“高精尖缺”人才实行人

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的政

策.推进项目和人才一体化引进,实现以项目

招引人才、以产业集聚人才.采取“揭榜挂帅”
模式,在省内重点实验室、高等院校、企业中遴

选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人才,参与全省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建立市场为主导、产学研合作的

人才培养机制,支持重点高等院校和龙头企业

共建实训基地.支持省内高等院校、职业技术

学校设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学科,加强专

业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四)加大资金支持

统筹用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积
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

金,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省级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资金通过直接投资、后补助等方式,
加强项目资金的“统一管理、统一布局、统一协

调”,加大支持力度.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方式,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多元化投资机制,保障资金来源.对于公益

性强、投资回报低、周期长的项目,以政府为主

体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对于有良好投资回报的

项目,由市场主导项目投资建设与长期运营.
积极争取和用足用好国家支持云南建设我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国(云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政策,积极争取亚投行、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低成本融资资

金支持,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及配套

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全省各类政府性产

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附件:１名词解释

２指标解释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陆云南省人民政府

网站)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

云政发〔２０２２〕３１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云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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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目　录

第一章　顺时势,全面建设文化和旅游“双
强省”

一、发展基础更加扎实

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

三、发展要求和目标

第二章　优布局,构建旅游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

一、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

二、建设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

三、建设金沙江生态旅游带

四、建设六个国际旅游中心

第三章　育精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新供

给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创新创作更多文化艺术精品

三、培育打造红色文化精品

四、加强文化产业建设

第四章　重保护,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和利

用

一、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

三、加强古籍保护研究和利用

第五章　补短板,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

展

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三、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新动能

第六章　强弱项,锻造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一、建设世界级旅游区和高品质酒店

二、锻造康养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三、锻造文旅融合新业态新产品

四、锻造专项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五、锻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全产业链

六、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第七章　增动能,强化数字化科技新驱动

一、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二、加强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三、提升智慧旅游服务管理水平

四、增强行业科技应用能力

第八章　塑形象,提高文化和旅游开放合

作新水平

一、塑造文化和旅游新品牌新形象

二、加强宣传推广和市场拓展

三、深化国内区域交流与合作

四、提升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

第九章　提质量,打造高品质服务新优势

一、创造文化和旅游消费新体验

二、营造市场活力新生态

三、构建综合监管新机制

四、形成文明安全新环境

第十章　重环保,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一、加强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

二、预防和减缓环境不良影响措施

第十一章　强统筹,为规划实施提供保障

一、形成规划实施合力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五、加强规划评估督导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推动我省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根
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１〕３２号)和«云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

知»(云政发〔２０２１〕４号)要求,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顺时势,全面建设文

　 　　　化和旅游“双强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全省文化和

旅游发展的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双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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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基础更加扎实

“十三五”期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

委、省政府建设最美云南、打造“三张牌”、推进

旅游革命“三部曲”等工作要求,推进文化建设

繁荣发展,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文化和旅游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文化建设基础增强

创作了一批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戏剧

(曲)、音乐、舞蹈及文艺作品,新创大型舞台艺

术作品５０余台、小戏作品７０余个,一批优秀剧

目入选参评国家节赛和大奖,入选国家级美术

作品１９０余幅.累计建成公共图书馆１５１个、
文化馆１４９个、乡镇文化站１４３０个、村级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１３４４２个、农家书屋１３９９４个、国
门书社１９个,文化惠民示范村２３５个、农村文

化产业合作社３００个,基本实现图书馆、文化馆

(站)、美术馆、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群
众文化活动类型多样、层次丰富.文化遗产保

护成效显著,全省不可移动文物１４７０４项,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８８座(处),中国传统村落

７０８个,世界文化遗产２项、申遗推荐项目１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７６３１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１１０５４人,一批重点项

目和传承人影像记录完成数字化并进入国家数

据库,古籍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二)旅游转型步伐加快

积极推进“旅游革命”,市场综合治理成效

明显,旅游投诉平均办结时间缩短到４个半小

时.“３０天无理由退货”进一步树牢云南诚信

旅游新形象.设立１２３个游客购物退货监理中

心和１３０个退货服务点,及时办理游客无理由

退货事宜.旅游智慧化快速发展,建成“一部手

机游云南”平台,为游客提供服务突破６７００万

次.旅游品质明显提升,成功创建５个国家级、

２１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５A 级旅游景

区达９个、４A 级旅游景区１０５个,新增４个国

家级、１０个省级旅游度假区,新增７个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城市,新增５个国家

级、２４个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成

功创建１５个省级特色旅游城市、２０个省级旅

游强县、６７个省级旅游名镇、１３３个省级旅游名

村.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累计完

成新增投资４９５３５２亿元.
(三)脱贫带动成效明显

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印发了文

化和旅游扶贫政策及专项规划,实施“１２３５１８
精准旅游扶贫工程”.２０１６年以来,累计实施

文化和旅游扶贫项目１万余个,完成乡村文化

和旅游投资达１５００亿元,组织文化和旅游扶贫

培训超过２５万人次.创建认定旅游扶贫示范

单位６１１个.全省有一定游客接待规模的旅游

特色村达１０００余个,累计接待游客１１６５亿人

次、实现乡村旅游收入８６００亿元,累计带动贫

困人口脱贫８０８５万人,占全省脱贫人口总数

的１２３％,文化和旅游扶贫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辐射功能不断增强

紧紧围绕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定位,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力

推进区域文化合作.柬埔寨金边中国文化中心、
缅甸仰光中国文化中心相继挂牌运行,我省成为

省部共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较多的省份之一.
不断拓展跨境旅游合作,组织编制了中老、中越、
中缅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规划方案及边境旅游

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承办了中缅旅游合作论

坛、跨境旅游合作论坛、澜湄流域国家文化遗产

保护与推广研讨会,推动澜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

筹建等.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中国—
南亚博览会、商洽会等国际国内专业性展会平

台,大力宣传展示云南民族文化特色和旅游品牌

形象.
(五)规划指标提前完成

全省接待海内外游客从２０１５年的３３亿人

次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８０７亿人次,文化和旅游总

收入由４１８１７９亿元增加到１２１５７８８亿元,首
次突破万亿元,接待海内外游客、文化和旅游总

收入年均分别增长２５１４％和３０６％,完成“十
三五”规划目标的１３２７６％和１２１５８％.文化

和旅游产业增加值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８８３１亿元增

加 到 ２０１９ 年 的 ２４６９８５ 亿 元,年 均 增 长

１７６７％,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１０６３％,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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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省接待

海内外游客、文化和旅游总收入分别比上年下

降３４３９％和３７９１％;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

比上年下降１９２４％,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下降为８３３％.

“十三五”文化和旅游发展主要指标完成对照表

主要指标

“十二五”时期 “十三五”规划目标 “十三五”实绩

２０１５年
年均
增长
率(％)

２０２０年
年均
增长
率(％)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年均增长
率(％)

完成目标
(％)

１旅游总人

次(万人次) ３２９１４０８ １８３ ６０８００ １３ ８０７１６８ ５２９５７６５
２５１４
(９９８) １３２７６

国内游客
(万人次) ３２３４３９５ １８７ ６００００ １３ ７９９７７８ ５２９００

２５４
(１０３４) １３３３

海外游客
(万人次) ５７００８ ９６ ８００ ７ ７３９ ５７６５

６７
(－３６８) ９２３８

２文化和旅

游 总 收 入
(亿元)

４１８１７９ － １００００ １９ １２１５７８８ ７５４８５８
３０６

(１２５４) １２１５８

旅游总收入
(亿元) ３２８１７９ ２６７ ８５００ ２１ １１０３５２ ６４７７０３

３５４２
(１４５７) １２９８３

文化营业收

入(亿元) ９００ １５４ １５００ １１ １１２２６８ １０７１５５
５７

(３５５) ７４８５

３文化和旅

游产业增加

值
(亿元)

１２８８３１ － ２５００ １４ ２４６９８５ １９９４４３
１７６７
(９１３) ９８７９

旅游产业增

加值
(亿元)

９０７ － １８００ １５ １７７７６９ １３４９５７
１８３２
(８２７) ９８７６

文化产业增

加值
(亿元)

４２５０５ － ７００ １０５ ６９２１６ ６４４８６
１３

(８７) ９８８８

４ 占 全 省

GDP比重
(％)

９４ － １１５ － １０６３ ８３３ － －

注释:１受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非常态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效果分析以２０１９年数据为依据

２“十三五”实绩年均增长率括号内数据,是以２０２０年实绩数据测算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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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期间,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在取

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
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设施不

足;新业态新产品发展缓慢,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不足;产业支撑能力不强,集聚区和重点项目

建设不足;新动力赋能转换不够,高新科技应用

不足等,亟需在“十四五”期间补短板、强弱项、
锻长链,推进全省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
“十四五”时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仍然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

发展变化.
(一)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立足新

发展阶段,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
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任务.贯彻

新发展理念,要加快转变文化和旅游发展方式,
更好实现文化赋能和旅游带动.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需要更好发挥文化和旅游作用,充分利用好

旅游文化产业涉及面广、带动力强、开放度高的

优势,为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作出积极贡献.
(二)现代科技驱动进一步增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
５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元
宇宙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地渗

透到文化和旅游行业各领域各环节,推动了线

上线下文化和旅游市场加速融合.人工智能新

技术尤其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
术在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旅游景区、主题公

园等文化和旅游场景的应用,丰富了数字文化、
智慧旅游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增强了文化和旅

游的参与感、互动性和体验感,激发了文化和旅

游消费活力,必将有力地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

新业态新产品发展.
(三)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级并呈现新的

特征

从文化和旅游需求市场看,“十四五”时期,
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人民群众的消

费需求将从低层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转变,由
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与休闲度假转变,大众旅

游出行和消费偏好将发生深刻变化,线上线下

文化和旅游产品及服务将加速融合.云南文化

和旅游发展,要结合国家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

格局战略要求,准确把握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
立足我省实际,抓住文化和旅游市场迭代升级

机遇,强化价值引领、品质提升,努力提供更多

优秀文艺作品、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
持续升级传统业态,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快

打造文化和旅游新形象新品牌,加快建设现代

旅游目的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形成良好

的文化和旅游消费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新

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特色化、品质

化需求.
(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

２０２０年暴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不仅

使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经济大幅下滑,
也对我国运输物流、餐饮住宿、批发零售、文化

和旅游等行业以及企业造成明显冲击.在境外

疫情影响下,部分国家采取限制入境、减少人员

流动等非常措施,风险在旅游全产业链中快速

传递,致使国内游、出境游、入境游等市场受到

剧烈冲击,尤其是疫情持续影响,使全省旅游业

恢复振兴和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三、发展要求和目标

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以及全省文化和

旅游发展实际,确定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总体

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要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守
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促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推动云南成为人人向往

的健康生活目的地,将云南打造成为引领全国

文化和旅游发展创新的一面旗帜.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

方向,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文化

和旅游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坚定文化自信,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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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守正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人民群众文化和

旅游消费需求,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共建

共享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和旅

游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推动云南成为人人向

往的健康生活目的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全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主动服务

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依法依规,促进绿色

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业
态创新,增强发展新动能、形成产业新优势,推
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育多个单项冠军,
加快全省文化和旅游转型升级步伐.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层次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增强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持系统观念和融合发展.强化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继承和创新、存量和增量、发展

和安全关系.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不断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十四五”发展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

围绕建设国际康养旅游目的地、我国面向

南亚东南亚人文交流中心、打造万亿级现代旅

游文化产业和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

目标,聚焦“１６个１０”世界级精品旅游产品,实
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培育一

批世界级、国家级旅游产品和业态,高质量发展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文化和旅游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实施文化和

旅游市场主体倍增培育计划,促进市场主体质

量和活力显著增强,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健全,
旅游有效供给、优质供给更为丰富,云南旅游在

国内外影响力、竞争力明显增强.深入实施“文
化润滇”行动,新时代艺术创作体系建立健全,
涌现一批精品艺术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体系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水平显著

提高,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市
场监管能力不断提高,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文化

铸魂、文化赋能和旅游为民、旅游带动作用全面

凸显.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接待旅游总人数

１０亿人次以上,年均增长１３６％左右;文化和

旅游总收入２２万亿元以上,年均增长２３７％
左右;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突破３５００亿元,
年均增长１１８％左右,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１０％以上,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展望２０３５年,文化和旅游需求多元化、供

给品质化、区域协调化、成果共享化特征更加明

显,世界级、国家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更加丰

富,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幅提升;文化事业更加

繁荣,优秀文艺作品、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

产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

旅游综合功能全面发挥,基本建成文化、旅游

“双强省”,把云南建设成为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为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章　优布局,构建旅游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按照“产业

集聚、资源集约、土地节约、绿色发展”原则,进
一步优化发展布局,着力构建“一环、两带、六中

心”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一、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
(一)建设发展条件

大滇西旅游环线,以大理、丽江、迪庆、怒
江、保山、德宏６个州、市为核心区,拓展至昆

明、玉溪、楚雄、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７个

州、市.其中,核心区是滇川藏大香格里拉生态

旅游圈的重要门户和集散中心,拥有世界自然

遗产“三江并流”、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大
理、丽江、巍山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梅里雪

山、火山热海、怒江大峡谷和洱海、泸沽湖、程海

等山水景观,大理崇圣寺三塔、丽江玉龙雪山、
丽江古城、香格里拉普达措、腾冲火山热海等国

家５A级旅游景区,以及白族、纳西族、藏族、景
颇族、傣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世居少数民

族,具有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民族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的资源禀赋和特色;７个州、市拓展

区,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具备

打造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优势条件.
(二)建设发展目标

以大滇西旅游环线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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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交通体系为依托,适应旅游市场消费需

求升级趋势,完善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建设

一批文化和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培育打造新业

态新产品,全面提升智慧旅游服务能力和水平,
将大滇西旅游环线打造成文化底蕴深厚、景观

形态丰富、服务品质一流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和旅游品牌,成为全省建设国际康养旅游示范

区、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的重要支撑.
(三)建设发展重点

围绕建设发展目标,坚持绿色发展,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优

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人文资

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和服务体系,织密高速公路网络,加快建设高

铁、航空、航运设施,构建大滇西旅游环线综合

交通体系.打造“中国最美乡愁旅游带”和“茶
马古道旅游经济带”,培育一批文化和旅游中

心,建设一批康养度假区、生态旅游区、户外运

动基地、高 A 级旅游景区、文化遗产旅游区等

重大重点项目,发展文化遗产旅游、生态旅游、
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旅游演艺等新业态新产

品.培育一批美丽县城、特色小镇和旅游特色

村,建设一批半山酒店、田园综合体、休闲农业

园区等.充分利用５G 技术和网络,提供多样

化的文化和旅游产品,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
二、建设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
(一)建设发展条件

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涉及保山、红河、文
山、普洱、西双版纳、德宏、怒江、临沧等８个边

境州市、２５个边境县市、１１０个沿边乡(镇)、３７４
个抵边行政村(社区)、２４个边境口岸和１９个

沿边农场.拥有４０６０公里的边境线、神秘的热

带雨林和“一寨两国、一街两国、一院两国、一井

两国、一桥两国”等独特景观,傣族、瑶族、景颇

族、佤族等１６个跨境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瑞丽、
河口、磨憨、景洪、沧源、南伞、江城、麻栗坡等边

境城市,众多国家一类、二类口岸和正逐渐形成

集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的立体交通网络,是我

国连接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重要通道

和门户,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优越的气候环境、
优美的边地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浓郁的民族

风情和快速发展的边(跨)境贸易等,具备打造

国际知名的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的基础条件和

比较优势.
(二)建设发展目标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以建

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国(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

为依托,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实现稳边安边兴

边为目标,加强沿边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推进文化和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建设,
促进跨境旅游要素流动便利化,打造跨境旅游

新业态新产品,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

人文交流中心、区域性国际旅游目的地和集散

地.
(三)建设发展重点

围绕建设发展目标,集中力量打造以先进

医疗、高端体检和康养医疗为主要吸引物,辐射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国际化康养医疗中心.
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入境通关

便利化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跨境旅游安全应急

救援合作体系,完善跨境旅游保险、安全预警、
纠纷调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等.重点推

进一批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建

设,建成一批边境美丽城市,建设一批“国门文

化”中心,完善提升沿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培育具有云南特色的跨境旅游产品,打造

一批跨国(境)旅游线路.
三、建设金沙江生态旅游带
(一)建设发展条件

金沙江生态旅游带,涉及迪庆、丽江、大理、
楚雄、昆明、曲靖、昭通等７个州、市.区域内地

形复杂多样,高山深谷相间,民族聚居众多,拥
有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文化遗产丽

江古城、世界的“香格里拉”和丽江、大理、昆明、
会泽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优美的自然

生态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绚丽多彩的民族

文化等资源环境优势,尤其随着金沙江中下游

的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乌东德、白
鹤滩、溪洛渡、向家坝等大型电站建设形成的

“高峡出平湖”风光,为金沙江旅游开发建设,打
造以“大型水电站、高峡平湖风光”为主题的水

电生态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和

潜力,为建设金沙江生态旅游带提供了良好发

展基础和条件.
(二)建设发展目标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重大战略,以金沙江梯级大电站及其形成的高

峡平湖风光为依托,充分发挥大江大峡谷奇景、
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长征文化、浓郁的民族

风情和面向成渝双城经济圈客源市场等优势,
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推动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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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文化和旅游重大

重点项目建设,培育打造红色旅游、水电生态旅

游、康养旅游、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产品,建设

成为新兴水电生态旅游目的地,成为“长江国际

黄金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设发展重点

围绕建设发展目标,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

修复,加大生态功能区建设保护力度,强化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管护,加大沿江天然林草资源、
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构建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加快沿江高等级公路、航运

基础设施设备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以沿

江城镇为重点,建设打造一批滨江美丽城市和

特色小镇.推进一批文化和旅游重大重点项目

建设,在金沙江上游打造以“三江并流”、“长江

第一湾”、“虎跳峡”等自然文化资源为依托的生

态旅游、红色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产品;依托金

沙江中下游各大型水电站,积极培育打造红色

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水电旅游、户外运动

等新产品新业态,推进公共文化和旅游设施建

设,增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能力.积极推动

“农文旅”融合,大力发展以农业旅游园区、休闲

农庄、乡村民宿、森林人家等为主的乡村旅游新

产品,带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四、建设六个国际旅游中心
(一)昆明国际旅游中心

以昆明市为中心,按照“产城一体化、文旅

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要求,重点建设昆明城市

文化旅游区,建设提升滇池、阳宗海、抚仙湖３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努力打造滇池流域大生

态、大湿地、大景区,完善提升昆明石林、昆明世

博园、元谋土林等一批国家５A 级、４A 级旅游

景区,加快推进轿子山生态旅游区、寻甸高原牧

场旅游区、禄丰世界恐龙谷景区等一批重点旅

游区建设提升,把昆明建成名副其实的中国春

城、国际大健康名城、区域性国际旅游城市、我
国面向南亚东南亚人文交流中心和旅游集散

地,辐射带动滇中城市群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

展.
(二)大理苍洱国际旅游中心

充分发挥大理地处滇西中心交通枢纽,苍
山、洱海区域生态环境秀丽、历史文化厚重、民
族文化独特、艺术气息浓厚、旅游文化产业发达

等综合优势,切实加强苍山、洱海等生态环境保

护,巩固提升大理古城、双廊古镇等国家级、省

级旅游度假区,加快建设一批康体养生、休闲度

假、文体娱乐、文创基地、文化旅游城镇等重大

重点项目,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打造以大理苍洱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县、市一

体发展的国际旅游中心,把大理建设成为名副

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和大滇西

旅游环线示范区.
(三)丽江古城—玉龙国际旅游中心

充分发挥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

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东巴古籍世界记忆遗产、剑
川沙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和梅里雪山、怒江大

峡谷、独龙江风光等世界级资源优势,实施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一批文化和旅游重大重点

项目,打造大研古镇、沙溪古镇、独克宗古镇等

一批特色小镇,建设一批精品酒店和乡村民宿,
创建一批国家高 A级旅游景区,打造以丽江古

城、玉龙县为核心,辐射带动整个“三江并流”区
域发展的世界遗产旅游区和国际旅游中心,成
为大滇西旅游环线的重要支撑.

(四)西双版纳景洪国际旅游中心

充分发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西双版纳州

沿边区位交通、口岸通道及澜沧江优美自然风

光、民族风情、产业特色等综合优势,建设提升

西双版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重点旅游景区,
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美丽县

城、特色小镇、旅游特色村等重点项目建设,开
发以跨境旅游、沿江休闲娱乐、文化体验、水上

旅游、康养度假、自驾旅游、休闲农业、餐饮美

食、乡村旅游等为重点的全产业链产品,把景洪

打造成国际旅游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普洱、临沧

等澜沧江休闲旅游区一体发展,增强沿边跨境

旅游发展新动能,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成为沿

边跨境文化旅游带的引领示范区和重要支撑

区.
(五)保山腾冲国际旅游中心

充分发挥保山腾冲沿边区位、温泉资源、历
史文化、环境宜居等综合优势,加快建设公共基

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旅游度假区、跨境旅游合作

区、旅游景区、“国门文化”中心等重大重点项

目,着力打造腾冲、瑞丽、芒市等美丽城市,建设

提升和顺古镇、九保古镇及畹町、姐告等特色小

镇,积极发展温泉康养度假、跨境旅游等新业态

新产品,把腾冲打造成沿边人文交流中心、跨境

旅游核心区,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一体发展

的国际旅游中心,成为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和

大滇西旅游环线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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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水—元阳国际旅游中心

充分发挥元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建
水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百年滇越米轨铁路、异
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及建

水紫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自然和人文资

源优势,推进元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旅游

区、滇南城市群文化旅游区、弥勒泸西一体化休

闲度假区、建水—石屏滇南最美乡愁之旅、普者

黑山水田园风光区、河口跨境文化旅游区、麻栗

坡边境旅游区等建设发展,建设提升百年米轨

碧色寨等一批重大重点项目,打造以建水—元

阳为核心,辐射带动滇南城市群和滇东南旅游

区的国际旅游中心,成为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

和大滇西旅游环线拓展区的重要支撑.

第三章　育精品,扩大优质

　 　　　文化产品新供给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

设,实施“文化精品培育工程”和“云岭文化名家

工程”,创新创作更多文艺精品,打造红色文化

精品,推出更多文博精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

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

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

的引领作用,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文艺作品创作、文化产品和旅游产品

供给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推进文化铸魂、文化赋

能,强化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宣传展示、制度保

障.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

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统

筹开展诚信教育、勤俭节约教育、劳动创造幸福

主题宣传教育.强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强化边疆国防教育,促进平安云南建设.把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

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二)加强对云南文化的发掘研究和阐释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施“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对全省各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进行深入挖

掘、研究和阐释,形成优质“文化基因”图谱,用
活用好用足文化、文物资源,打造一批优质文化

产品,以舞台演艺、作品展陈、文创产品、文化旅

游等多种形式展示.通过开发文化旅游区、文
化旅游廊道,以及探索建立产学研基地和推出

原生态小型旅游演艺等方式,深度挖掘展示和

开发利用独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完善革命文物

保护传承体系,传承好红色文化基因,讲好聂耳

和国歌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扎
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
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中央红军

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等,打造红色文化传承新高

地.
(三)提高人民群众文明素养和审美水平

充分利用文化艺术、文博展示,开展送文化

下乡、惠民演出、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活跃

社会文化生活,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丰富的精

神食粮.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全民

艺术知识普及,开展文化艺术展演,加强艺术培

训,提高人民群众艺术鉴赏能力、艺术修养和审

美水平.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

文艺作品、文化体验、公共文化服务等,培育文

明新风,加强文明实践、弘扬诚信文化.大力推

进文明旅游、优质服务,引导游客和旅游从业人

员成为中华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推进网络

文明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二、创新创作更多文化艺术精品
(一)创作一批新时代文艺精品力作

实施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少数民族

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和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

程,推动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创新交

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发挥

云南丰富的创作力量,瞄准“五个一工程奖”、
“文华奖”等国家级重大奖项,制定文艺精品培

育计划,实施地方戏和少数民族剧种振兴工程,
在舞台艺术作品、民族民间歌舞乐、云南风格美

术、地方传统曲艺、庭院剧场演艺等文化艺术方

面,创作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

创造、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精品力作,充分发

挥文艺作品在核心价值观、爱国爱党爱社会主

义、宣传正能量,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对大

众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充分运用现代数字技术

和网络平台,打造城市书房、智能阅读书柜等文

化精神地标,构建以大数据、云计算及各类新媒

体为主体的线上线下创作传播平台和传播路

径,提升云南文艺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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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水准办好各类文艺展会活动

继续办好云南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云南

省新剧(节)目展演、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

演、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

周、新年戏曲晚会、昆明美术双年展等具有特色

和影响力的文艺展会活动.畅通文艺创作在现

代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传播渠道,引导更多社会

资本进入和支持各类文艺展会活动,支持优秀

演出团队进校园、下基层、到农村演出,让文艺

精品创作与传播广泛融入百姓生活.健全支持

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以县、市、区为主体举办

广场舞展演、大众合唱节等文化活动,引导城乡

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当主角、唱大戏,使文艺展会

活动成为满足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

营造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文艺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实施文艺理论研究提升工程,加强文艺评

论阵地建设和理论研究,健全文艺评论工作体

系,继续办好文艺创作书报刊、文艺评论和学术

刊物,健全和完善文艺作品评论评奖机制,形成

文艺创作的孵化阵地,提升文艺创作的理论引

导力,引领文艺创作的正确导向和品质提升.
实施“云岭文化名家工程”和舞台艺术人才培养

计划,建立人才引进及评聘、成果体现的机制和

措施,加强对文艺名家名师人才的扶持培养,加
大对本土文艺人才的培养.支持文艺院团开展

“拜名师、学名戏”活动,推进青年文艺人才培养

和选拔,为文艺创作储备力量.

专栏１　文艺精品培育重点项目和计划

　　１ 文化艺术精品培育重点项目.瞄准国家重大奖项、重点活动和重点项目,采取重点培养扶持、联合攻关

和重点保障措施,遴选培育一批冲击全国领先的“单项冠军”,打造５部大型舞台艺术精品,力争１—２个精品剧

目入选参评国家级大奖行列,１—２人入选参评文艺单项奖或梅花奖,推出１０余件美术作品入选国家级展览.
２ 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创作计划.推出２０部新创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其中地方戏１０台、少数民族剧种５台,

努力实现民族歌舞剧、音乐剧创作有较大突破,滇派京剧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地方戏和少数民族剧种走出云南,
民族歌舞乐走向世界.

３ 实施文化艺术普及推广行动.充分发挥各级文化馆、文艺院团、艺术院校作用,开展面向基层的全民公

共文化艺术普及活动和公益性演出.推动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普及艺术教育,持续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积极开

展公益性艺术培训,办好农民文化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创建一批老年大学示范校,推进农民演艺协会建设.
４ 实施舞台艺术“１１２３”人才培养计划.以３年为一个周期,每期选拔１０名编剧、１０名导演、２０名表演、３０

名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联合省内外文艺院团、艺术院校、艺术研究机构等,采取“一人一策”培养方式,培养“名
编、名导、名角、名匠”,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名家传戏”和戏曲艺术人才培养“千人计划”.设立“青年艺术人才原

创作品奖”,重点培养一批青年编剧、导演、作曲、美术、音乐等文艺创作人才,重点培养一批民族文化创作、表演、
运营、管理优秀人才.

三、培育打造红色文化精品
(一)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实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南段)建设工

程,按照“一心、一轴、三片区”布局,推进“三片

八区”建设,修复红军长征过云南沿线地区国土

空间环境,提升长征文物遗址遗迹、纪念设施保

护修缮水平.建设完善“三片八区”公共基础设

施、服务设施和应急设施,发展科研会展、教育

培训、社会实践、研学旅行等公益设施,配套健

身休闲、文化消费、夜间经济等必要的商业设

施,建设旅游景区(点)连接道路、骑行道和绿道

等,打造融红色文化、主题教育、休闲体验等为

一体的复合廊道.推动５G移动通信网络全覆

盖,推进绿色能源运用.
(二)打造主题鲜明的红色文化精品

加强对以长征、抗战、爱国为主题的各类革

命文物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划定保护范围和

控制地带,切实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和修缮.
实施革命旧址整体陈列展示工程,突出革命文

物资源的活化利用,鼓励支持有关州、市新建一

批长征、抗战和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陈列馆,
对已建陈列馆、烈士纪念设施等,进行提升改造

和丰富完善,提升红色文化陈列展示水平,打造

１０个以上主题鲜明的红色文化精品.充分利

用国庆、建党、建军和红军长征胜利等重大纪念

日和各种活动,采取主题教育、实景演出、研学

体验等形式开展内容丰富的红色文化教育活

动,推动红色文化融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三)推出吸引力强的红色旅游精品

推进红色文化、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与旅游

发展深度融合,加大红色旅游项目策划力度,推
出吸引力强的红色旅游精品,创建一批全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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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巩固提升威信扎西、
寻甸柯渡、会泽水城、禄劝皎平渡、丽江石鼓、元
谋龙街渡、西南联大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
建设提升蒙自查尼皮中共云南一大会址、龙陵

松山抗战遗址、麻栗坡英雄老山圣地等一批红

色旅游景区(点),打造红色旅游业态产品,培育

推出“乌蒙回旋战”、“巧渡金沙江”、“金沙水暖”
等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主客共享的红

色旅游品牌,成为主题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
族精神教育和文化旅游消费的重要内容.

专栏２　红色文化精品培育重点项目

　　１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滇东北、滇中和滇西北３大片区,推进威信扎西、寻甸柯渡、禄劝

皎平渡、宣威会泽沾益、楚雄元谋龙街渡、祥云宾川、丽江石鼓、香格里拉等８个重点红色文化区,新建和改造提

升３５个长征文化展馆项目,创建１５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示范区.
２１０个红色旅游产品.打造昆明西南联大—陆军讲武堂红色旅游产品、昆明聂耳红色旅游产品、昆明“巧

渡金沙江”红色旅游产品、昭通威信“扎西会议”红色旅游产品、保山红色旅游产品、红河蒙自红色旅游产品、文山

左右江红色旅游产品、大理祥云宾川红色旅游产品、丽江迪庆红色旅游产品、怒江红色文化旅游产品等１０
个红色旅游产品.

３ 红色文化精品重点项目.推进“红色文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户外运动”融合,建设提升龙陵松山

抗战遗址、大姚赵祚传烈士故居、蒙自查尼皮中共云南一大会址、麻栗坡英雄老山圣地、广南抗战机场遗址教育

基地、祥云王家庄烈士故居等３０个红色文化展示场馆和红色旅游景区(点),建成１０个以上国家级红色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区.
４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培育项目.重点培育打造３条“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一是以威信—镇雄—

彝良—昭阳—巧家—会泽—宣威—沾益为重点的“乌蒙回旋战”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二是以昆明—寻甸—东川—禄

劝—元谋—昆明为重点的“巧渡金沙江”红色旅游精品环线;三是以丽江—香格里拉—德钦为重点的“金沙水暖”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加大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四、加强文化产业建设
(一)推进区域文化产业带建设

结合建设千里边疆文化长廊,积极推动西

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带建设,重点建设元阳哈

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
南段)、滇川藏“大三角”茶马古道文化走廊、百
年米轨滇越铁路文化带、建水—石屏滇南最美

乡愁之旅、大理“中国最美乡愁带”和“茶马古

道”文化走廊、珠江源国际康养长廊、楚雄“盐马

古道”文化带、澄江古生物—禄丰恐龙—腊玛古

猿—元谋人化石遗址生命走廊等一批主题鲜

明、特色突出的区域文化产业带,形成文化产业

发展新高地和新亮点.
(二)培育打造一批文化平台和市场主体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规范推

进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示范街区等建

设,打造一批文化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公共

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具有云南特色的产业集聚

区和产业集群,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以

旅游为载体和抓手,发掘、展示和传播社会主义

文化、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就业、活
跃市场,形成文化消费新模式.加强文化市场

体系建设,加快发展一批新型文化企业,打造一

批文化骨干企业.推进文创数字化发展,充分

利用全媒体新型传播渠道,推进文创品牌打造、
营销推广等,提升云南文创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开发一批传统工艺产品

以文化创新为动力,推动传统工艺与创意

设计、现代科技、时代元素相结合,建设一批传

统工艺产品加工和销售基地.推进传统工艺产

品创意、包装设计及工艺制作改进,大力开发以

金银铜锡、木竹藤草、陶瓷泥塑、彩色宝玉石、石
刻石砚、民族刺绣、织锦、扎染、蜡染等传统工艺

产品为重点的文创产品,研发推出“金、木、土、
石、布、食、艺、养”八大系列伴手礼产品,做大做

强云南文化产品和品牌,提升文化价值和经济

价值,增强文创产品带动力和综合效益.
(四)培育打造一批节庆赛事精品

充分挖掘和发挥云南多元民族文化特色,
创新节庆活动组织方式,高起点、高水平策划举

办一批民族文化节庆活动、一批特色文化节庆

活动,增强节庆活动的参与性和体验性,打造一

批民族节庆活动品牌,办好具有民族特色的群

众性传统节庆民俗活动.支持各地举办马拉松

全程(半程)赛、汽车越野赛、汽摩场地赛、环高

原湖泊自行车赛等体育赛事活动,打造一批体

育赛事品牌,提升云南健身休闲知名度和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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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文化产业精品项目

　　１ 培育“十百千”文化产业示范项目.支持建水紫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巩固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争
创１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２０个以上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３０个以上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培育

１０个年产值上亿元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２０个年产值５０００万元的示范基地,１００家以上年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

的文化产业重点企业.
２ 建设“五大类”传统工艺品加工区项目.支持全省有关地区建设发展以斑铜、锡制品、银器银饰等为重点

的金银铜锡工艺品加工区;建设发展以木雕、根雕、根艺、葫芦丝、竹编、藤编、草编等为重点的木竹藤草工艺品加

工区;建设发展以陶瓷工艺品、工艺泥塑、陶艺体验、窑烧艺术等为重点的陶瓷泥塑工艺品加工基地;建设发展以

珠宝玉石、大理石、苴却砚、紫砂石、观赏奇石、石雕等为重点的珠宝玉石及石雕石砚工艺品加工区;支持少数民

族地区积极发展以民族刺绣、织锦、扎染、蜡染、蚕丝、服装、服饰等为重点的刺绣布艺染织工艺品加工基地.
３ 培育“三个一批”文化节庆赛事精品.培育七彩云南(国际)民族赛装节、彝族火把节、大理“三月街”、傣

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傈僳族阔时节、水族布依族风情节、中国佤族司岗里摸你黑狂欢节、中国墨江北

回归线国际双胞胎节暨哈尼太阳节、红河哈尼“长街宴”、丘北普者黑花脸节等一批民族文化节庆精品.培育澜

湄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大理国际影会、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中缅胞波狂欢节、雪山

音乐节及乡村文化节、丰收节、花卉节、美食节、果蔬节等一批特色文化节庆精品;培育马拉松全程(半程)赛、山
地自行车赛、公路汽车拉力赛、汽车越野赛,环滇池、抚仙湖、异龙湖、洱海国际自行车赛,弥勒汽摩场地赛等一批

知名体育赛事精品.

第四章　重保护,加强文化

　 　 　遗产传承和利用

坚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

护管理好,充分发挥文化遗产资源在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

要作用,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

众.
一、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
(一)加强重点文物保护和管理

实施云南文物保护工程,加强文化遗产资源

普查工作,加快文物资源资产登记入账,持续厘

清家底,夯实管理基础.建立健全文物安全长效

机制、资源资产管理机制、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

制,推动将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制
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效保护和管理,完
善革命文物保护传承体系,推进重大基本建设工

程文物保护工作.加强文物保护的科技支撑,实
施文物修复修缮工程,推进文物保护和修复规范

化、常态化,推动文物科学活化利用,促进文物市

场有序发展.强化文物安全监管责任,加强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监测,加强重点文物保护和预

防性保护,开展文物执法督察,健全文物日常巡

查制度,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二)探索考古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

加强考古遗址和石窟寺保护和遗址考古工

作,推进昭通、曲靖等地新考古遗址的研究发掘

工作,推动文物考古国际合作与交流.科学合

理利用和活化考古遗址资源,通过考古发掘划

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确保古遗址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范围,形成良性循环的保护和利用模式.
积极探索考古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建设“考古

遗址公园”、文物保护示范区、文化遗产廊道,在
对文物本体及环境等管控保护区实施严格保护

管控前提下,在管控保护区周边区域建设主题

展示区、考古体验中心和配套服务设施,打造一

批文物活化旅游产品,传播文化遗产价值,丰富

中华文明标识的云南内容,满足人民群众参观

游览体验的消费需求.
(三)加快推进博物馆建设提升

实施云南博物馆集群建设计划,积极支持

“八类八区”博物馆集群建设.以文物古迹、古
建筑为依托,建设遗址博物馆、古建筑博物馆、
专题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推进国家植

物博物馆、云南革命军事馆、国家方志馆南方丝

绸之路分馆建设,力争全省备案博物馆、纪念馆

数量达到２００个以上.完善博物馆文物藏品的

监管制度,定期开展巡查,确保文物藏品安全.
推进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激
发博物馆创新活力,着力培育打造主客共享的

文博精品.充分利用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等现代技术手段,创新博物馆文物展品陈列

展示展演,营造沉浸式文化展示场景,提高访客

与文化遗产间的互动性.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精

品展览计划,每年推出１０个具有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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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文博陈列展览,宣传云南建设成就、改革

精神、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
(四)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有序推进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

动,推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推动历史建

筑、传统民居、院落保护修缮和测绘建档,做好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和建设审查、
监督等工作,推进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科学利

用.制定古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规定,开设文

化中心、城市书房、乡(村)史馆、非遗传习场所

等,探索将部分古民居建成文化驿站、精品民

宿,实现对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的有效保护和

活化利用.

专栏４　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重点项目

　　１ 文化遗产资源普查与保护项目.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云南段、茶马古道、滇缅公路、滇越

铁路等线性文化遗产为重点,开展沿线文物资源调查评估,统筹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积极推动景迈山古茶林文

化景观、茶马古道等保护管理和申遗工作.
２ 建设一批“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支持推进大理太和城遗址、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剑

川海门口遗址、广南牧宜汉墓遗址、保山大甸山遗址公园等６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力争建成１—２个“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着力打造１０个以上文物活化旅游产品.
３ 推进博物馆集群“八类八区”建设项目.重点扶持历史文化类、人口较少民族类、民族自治地区类、边境

县市类、非遗技艺类、工业遗产类、线性文化遗产类、革命纪念类等８个类型的博物馆集群建设;推进昆明翠湖片

区近现代博物馆群落、官渡古镇民俗博物馆群落、龙头街近现代名人博物馆群落、剑川县民族博物馆群落、腾冲

市侨乡博物馆群落、会泽铜商会馆商会博物馆群落、石屏历史文化博物馆群落、大理洱海民族文化博物馆群落等

８个片区博物馆群落建设.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工程,开展

第二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云南资源

调查.合理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结

构,配合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申报,进一步健全国家、
省、州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

系.启动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申报认定,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

承人保护管理制度建设.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记录工程,加强档案和数据库建设,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体系,开展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

作,启动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及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实施非物质文化遗

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工程,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非遗特色村镇和街区建设,制定
«云南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加强

省级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工作,实施边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工程,加大

传承人培训力度,扶持开展传承活动.实施“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加强

青年传承人培养.支持成立云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志愿者队

伍,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能力素质,凝
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合力.实施非物质

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工程,深化文化基因阐释,成
立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咨询委员会,完
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加强高等院校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建设.深入实施云南省传

统工艺振兴行动计划,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发

展.组织实施戏曲振兴工程和曲艺传承发展计

划,推动云南传统戏剧、曲艺“活起来、传下去”.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重视传统医药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加强传统音乐舞

蹈、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增强生命活力,推动振兴发

展.
(三)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合理利用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工程,加强

展示载体建设,启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

展示馆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

育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编写非物质文

化遗产教材,开设有关课程,支持传承人参与教

学.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品牌,精心组织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将“官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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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联展”打造成辐射全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

域性国际会展品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

阵地建设,做好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官方

网站、公众号、微博号、抖音号等建设运营,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景区”.支持新闻

媒体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栏、专题,塑造“云
南非遗公开课”品牌,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成果.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发展工程,建立

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基地、生产性保

护基地、旅游体验基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助力乡村振兴,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扶

贫就业工坊建设,公布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坊.鼓励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
伴手礼、衍生品的研发设计与销售推广,评选一

批云南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品.支持非

物质文化遗产题材的小说、动漫、游戏、影视剧、
综艺节目等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和创作.搭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购物推介平台,举办“非遗购物

节”活动.

专栏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重点项目

　　１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重点项目.力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达１３０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１５０名以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达６００项以上,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１６００名以上.
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重点项目.争取２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检

查验收.制定出台«云南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实施规划成效评估,完善退出机制.
３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记录重点项目.完成６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争取

验收通过率达到１００％.
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重点项目.成立３０人以上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完

善１５０人以上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
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重点项目.启动建设１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展示馆,打造提升“云南省

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云南省传统戏剧曲艺汇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品牌和１个“官渡非遗联展”品牌.
６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公布５０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基地,实现省级基地达

１００个以上.公布３０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推出“舞之旅”、“乐之旅”、“茶之旅”、“艺美之旅”、“康养之

旅”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组织评选１０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

三、加强古籍保护研究和利用
(一)提高古籍保护工作水平

实施古籍保护计划,形成全省古籍保护整

体推进、协调保障、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工作

机制,古籍普查、修复保护、研究利用、人才培

养、文创开发、数字化建设工作全面提升,进入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行列.改善国家级、省
级珍贵古籍保护条件,推进珍贵古籍缩微和数

字化工作,支持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数据库平

台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源数据库建设,
使珍贵典籍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状况

明显改善,古籍资源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

教育作用更加彰显,努力实现“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
(二)建设古籍保护设施和人才队伍

建设国家级藏文古籍修复基地和藏文古籍

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建好云南省古籍修复保护

传拓研习馆、云南典籍博物馆、云南省古籍文献

保护重点实验室等示范性、引领性场馆.评审

命名一批“云南省珍贵古籍名录”和“云南省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古籍保存

库房,实施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编撰出版

«云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书系»,完
成一批古籍影印、整理出版及古籍数字化建设

项目,建设一支专业精、作风硬、结构优的古籍

保护修复人才队伍.

第五章　补短板,推进公共服务

　　　　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向群众、
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实施“公共设施补短板工

程”和“文化润滇”行动,以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数字化建设为重点,推进城乡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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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省公共文化设施“补短板”为重点,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省、州市、县、
乡、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推进省图书馆

分馆、云南民族文化宫等建设,抓好省文化馆改

造提升.推进县、市、区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设

施达标、服务优质、智慧化转型升级全面覆盖,
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进一步增强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总分馆制改革为抓手,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一体建设,基本实现州、市中心城市有

“五馆一院”,县城有“四馆一院”,重点乡(镇)有
覆盖周边区域的综合性文化站和文化服务中

心,村(社区)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人口聚居的

自然村有条件的可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二)推进边境“国门文化”建设

充分发挥文化对稳边固边、睦邻安邻、兴边

富民的积极作用,以８个边境州市、２５个边境县

市为重点,以推进边境“国门文化”建设为抓手,
制定«“国门文化”实施方案和建设标准»,推进文

化睦邻示范区、“国门文化”交流中心、文化友谊

广场、文化互动服务体验区等重点项目建设,提
升完善边境县城、乡镇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博物馆、非遗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增强边境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以跨境

旅游、文体赛事、民族节庆、会议会展等为载体,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跨境文化交流合作和文化

人才培训,打造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精品,丰富“国
门文化”内涵,增强对外传播实效,讲好“中国故

事”云南篇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多元化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把文化惠民工程中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

的服务事项,纳入各级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

目录,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促进公

共文化服务主体和供给方式多元化.创新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模式,探索重大文

化设施项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鼓励市场主

体参与公共文化设施投资建设、提升改造和运

营管理.积极推进“一团一场”剧院、美术馆和

画院等建设.
(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建设和服务

加强对文化类行业协会、基金会、民办非企

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引导、
扶持和管理,在保持正确导向、公益服务的前提

下,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和运

营的新模式,培育一批具有较高服务水平的文

化类社会组织.鼓励支持群众依法依规自办文

化艺术机构,成立各类群众文化服务团队,广泛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发展新文艺群体、新文艺组

织和新文艺业态,加强众筹文化院坝、农民理事

会等机制建设,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举办群众

性传统节日民俗活动,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一)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

积极开展全省文化资源普查,深入挖掘利

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统筹全省文化资源合理

有效利用,完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培育打造一

批具有云南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形成“一
馆一特色”、“一县一活动”、“一乡一品牌”、“一
村一队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格局.建设一

批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建立健全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非遗民间文化组织等各种

联盟平台,扩大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和实效性,
广泛开展嵌入式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全民阅

读、书香社会建设和全民艺术普及,继续举办

“大家乐”群众文化“彩云奖”评选、群众广场舞

汇演和优秀作品巡演活动.加强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创建,开展“文化进万家”、“乡村村晚”、“送
戏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支持办好农民丰收

节、农民文化艺术节、农民歌会、农民剧团演出、
乡村书画摄影创作等活动.

(二)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在城市商圈、重
点旅游景区(点)、文化创意园区等建设文化中

心、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打造融合网络服务、艺
术展览、数字阅读、文化沙龙、轻食餐饮等为一体

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在乡村因地制宜建设

乡村戏台、村史馆、非遗传习场所、农民文化公

园、文化广场等主题功能空间.在社区、住宅小

区等建设自助图书馆、百姓书屋等,推进社区文

化嵌入式服务,着力打造城镇“十分钟文化圈”、
农村“十里文化圈”的全域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加强文化惠民工程宣传,激发群众积极参与的主

动性,扩大文化惠民工程服务对敬老院、儿童福

利院、残疾人托养中心等群体的覆盖面.
(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出台支持更多社会组

织或人群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策.积极

搭建公共平台,打通社会组织人群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的通道,支持各地建设乡村舞台,举行

“一地一特色”文化展演,开展社区文化节等公

共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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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非遗馆等面

向公众服务功能,定期举办文化展演或展览,宣
传核心价值观与云南特色文化,提高大众对文

化的感知和认知.

专栏６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重点项目

　　１ 公共文化建设发展项目.建设提升云南省图书馆分馆(数字智慧图书馆)、云南省文化馆、云南民族文化

宫、民族文化大剧院等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加大对脱贫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支

持力度.
２ 建设１０个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加快建设云南省民族文化综合展示中心,云南省民族村民族文化集

中展示景区,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中心,丽江纳西族历史文化集中展示中心,普洱景迈山傣族、布朗族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楚雄彝族民

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西双版纳傣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红河元阳哈尼族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德宏傣族、景
颇族、德昂族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等项目.

３ 建设２５００个公共文化设施项目.补齐公共文化设施短板,新建设施项目８５０个以上,提升改造设施项目

１６００个以上,完善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４ 建设１１０个边境“国门文化”项目.在河口县、江城县、勐海县、镇康县、腾冲市、瑞丽市建设６个“文化睦

邻示范区”;在２４个边境口岸,依托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国门文化交流中心”;依托基层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遴选７０个边民互市点(边境通道),建设“国门文化友谊广场”,建设１０个以上“国门书社”.

三、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新动能

抓住全省加快推进“两新一重”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大机遇,加强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

设施建设,破解旅游交通“瓶颈”制约和城乡旅

游公共设施短板,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新动能.
(一)加强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围绕“一环、两带、六中心”建设发展布局,
加快推进大滇西旅游环线公路、铁路、航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沿边沿江高等级公路、铁
路、航运基础设施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全
面提升旅游通达能力.建设提升一批连接旅游

景区、城镇、特色村寨的旅游公路,加强美化绿

化,提高交通便捷度,切实解决旅游通达中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积极推动民用机场、通用

机场和直升机场建设,不断完善省内环飞航线,
开发更多国际国内直通航线,推进高铁及澜沧

江、金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覆盖全省主

要旅游目的地的立体交通网络,打造无缝对接、
零距离换乘、便捷舒适、服务优质的旅游交通服

务体系.在全省交通主干线建设集停车场、旅
游厕所、观景游览、餐饮购物、加油加气、汽车充

电等为主的综合服务区,配套修建一批集停车、
休息、餐饮、加水、加油、充电等功能的休息站

点,配置观景平台、旅游厕所等设施,新建和改

造提升一批交通标识和旅游标识标牌,完善旅

游配套服务设施.
(二)加强城乡旅游公共设施建设

以补齐城乡旅游公共基础设施短板为重

点,推进城镇慢行绿道、大众休闲广场、城市公

园、休闲游览街区、夜经济消费区等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文化、娱乐、休闲、体育、教育、养
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主客共享的

“便民生活圈”,营造更加舒适优美的城镇旅游

环境.在旅游城镇、旅游景区(点)、交通枢纽点

新建改建一批综合性游客服务中心,打造集旅

游咨询服务、导游导览、农特产品展示、车辆租

借服务、自助服务、游客集散等为一体的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批自驾车露营地、骑行绿

道、观光步道、国家步道和休闲活动空间,提升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水平,完善旅游安全应急救

援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环境综合治理,持续改

善人居环境,推动乡村文化站(点)、养老服务等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营造舒适优美、宜居宜游的

乡村旅游环境.
(三)推动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融合

在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造中提升文化

内涵,彰显云南文化特色,构建主客共享的文化

旅游新空间.盘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有效嵌入交通服务区、旅游度

假区、重点旅游景区和旅游住宿地,促进文博展

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开发文化旅游服务新

产品.推动旅游与公共文化数字服务、文化惠

民工程、农村电商、公共阅读服务、实体书店营

销等深度融合,打造一批“旅游书店”和数字化

文化产品.鼓励支持群众文化演出活动,营造

城市文化和旅游氛围、提升文化旅游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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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７　旅游公共基础建设重点项目

　　１ 建设提升１８５条旅游支线(断头)公路.提升改善和新建旅游支线(断头)路１８５条约４８００公里.在干线

公路沿线配套修建１００个集停车、休息、餐饮、加水、加油、充电等功能的休息站,合理配置观景平台、旅游厕所等

设施.
２ 建设５０个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在全省重点旅游城市、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等建设２５—３０个一级游客

服务中心,在入省干线公路门户处和边境入境口岸处设立２５个游客服务中心.
３ 旅游厕所建设提升项目.新建和改扩建一批 A级以上旅游厕所,推动旅游厕所建设标准化、设施现代化、

运营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监督社会化、使用文明化,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质量与服务管理质量.

第六章　强弱项,锻造旅游

　 　 　新业态新产品

加快旅游产品业态创新,延伸产业链和价

值链,全面提升质量和效益,努力成为引领全国

旅游发展创新的一面旗帜.聚焦“１６个１０”世
界级精品旅游产品目标,完善提升１０个国家

５A级旅游景区、申报１０个国家５A 级旅游景

区、创建１０个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建设１０个

国际康养旅游胜地、建设１０个医疗健康城和康

养小镇、申报１０个世界遗产、建设１０个最美乡

愁旅游地(包括全域旅游)、打造１０个“旅游＋”
新业态旅游产品、打造１０个“＋旅游”新业态旅

游产品、培育１０个世界级旅游演艺节目、打造

１０个红色旅游产品、打造１０个边(跨)境旅游

区产品、打造１０个国际知名的文旅IP、建设１０
个民族文化集中展示中心、打造１０个文物活化

旅游产品(包括大遗址公园等)以及打造１０个

国家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丰富

产业新内涵、形成新优势,增强高品质旅游产品

供给能力.
一、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和高品质酒店
(一)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

围绕国家“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新要求,依托全省旅游资

源、品牌、业态、产品、交通体系、公共设施和服

务管理等核心要素,制定«云南省打造世界级旅

游景区建设管理标准»,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

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巩固提升现有国家旅游度

假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新创建一批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力争建成多个世

界级旅游度假区.以现代高科技应用为驱动,
加快推动传统景区改造提升,丰富传统景区文

化内涵,完善提升现有国家高 A 级旅游景区,
申报创建一批国家高 A级旅游景区,推动传统

景区从单一观光型向复合型升级.

专栏８　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

　　１ 建设２—５个世界级旅游景区.重点推进昆明石林、丽江古城建设成为世界级旅游景区,启动建设元阳

哈尼梯田、怒江大峡谷、德钦梅里雪山、禄丰世界恐龙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等世界级旅游景区,力争到２０３０年

再新增３—５个世界级旅游景区.
２ 建设３个以上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巩固提升现有的５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２２个省级旅游度假区,重

点推动丽江玉龙雪山、宁蒗泸沽湖、建水古城、丘北普者黑、楚雄彝人古镇等旅游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

其他具备条件的旅游区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到“十四五”期末,争取新增３个以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１０个以

上省级旅游度假区,其中有３个以上国家级或省级旅游度假区达到世界级旅游度假区水平.
３ 完善提升１０个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完善提升昆明世博园景区、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景区、昆明石林风

景名胜区、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丽江玉龙雪山景区、丽江古城景区、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区、保山

腾冲火山热海旅游区、文山普者黑旅游景区、腾冲和顺古镇景区等１０个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
４ 申报１０个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加快启动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丽江泸沽湖景区、西双版纳望天树景

区、元阳梯田景区、丽江老君山黎明景区、建水古城景区、大理石门关景区、昆明西山景区、剑川沙溪—石宝山景

区、西双版纳大益庄园景区等１０个景区申报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工作.
５ 创建１０个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加快推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迪庆梅里雪山景区、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

馆、迪庆虎跳峡景区、昭通扎西会议纪念地景区、迪庆香格里拉大峡谷巴拉格宗景区、禄丰世界恐龙谷景区、云
南民族村景区、九乡风景名胜区等１０个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创建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

６ 创建５０个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全面提升现有１０５个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推进５０个以上旅游景区创

建为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到“十四五”期末,全省高 A 级旅游景区达到１７５个以上,其中,国家５A 级旅游景区

１５个左右、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１６０个以上,旅游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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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围绕国家“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

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新要求,参照国际国内

旅游城市建设管理规范,制定出台«云南省建设

世界旅游名城标准»,着力建设打造一批世界旅

游名城和国际旅游城市.对接国家级旅游休闲

城市、旅游休闲街区及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试
点城市等创建标准和要求,推动城镇文化和旅

游建设提升,打造集文旅休闲区、娱乐场所、演
艺剧场、文创商店、特色书店、餐饮酒吧、网红打

卡点、夜间消费集聚区等多业态的文化和旅游

消费城市,创建一批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

区.修订完善«云南省旅游名镇创建规范和验

收管理办法»,强化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
居、智慧、成网七大要素建设管理标准,建设打

造一批田园牧歌、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康体养

生、休闲度假等不同类型和主题特色的旅游名

镇(旅游小镇),合理规划建设环城市休闲度假

带,为城乡居民“微度假”、“微旅游”创造条件,
不断拓展城镇文化和旅游消费广度和深度.

专栏９　建设世界旅游名城、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１ 建设打造３个以上世界旅游名城.支持丽江市、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编制世界旅游名城建设规划及实

施方案,确定一批支撑性重大重点项目,分期分批推进开发建设,力争到２０２５年,３个州、市旅游产业主要经济

指标进入全国州、市级城市前列,旅游产业贡献率占本州、市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以上;到２０３０年,基本建成比

肩国内外国际旅游城市的世界旅游名城.
２ 建设５个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６０条休闲街区.推动１０个重点旅游城市和６０个重点旅游县、市、区积

极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到“十四五”期末,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５个,１６个州、市人民政

府所在地至少有２条以上旅游休闲街区,６０个重点旅游县、市、区分别打造１条以上旅游休闲街区,其中,有２０
条街区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有４０条街区成功创建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３ 建设５０个以上省级旅游小镇.巩固提升昆明九乡、玉溪大营街、西双版纳勐仑镇等６７个省级旅游小镇
(旅游名镇),继续建设打造一批旅游小镇,到“十四五”期末,新增省级旅游小镇５０个以上,其中建成２５个旅游

名镇.

(三)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酒店集群

面向国内外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等中高端
消费市场,适应分众化、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消费
新特点和新趋势,以建设高品质酒店和精品酒
店为引领,加快建设１００个以上高品质酒店;加
快建设１００个以上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主题鲜
明、合理布局、游客青睐、体验感强的精品(半

山)酒店;加快建设１０００个以上主题多样、个性
定制、品质提升、连锁经营、科技赋能的旅游民
宿(客栈).推进酒店个性化服务、连锁化经营、
品牌化管理,打造具有国际水准、云南特色的高
品质旅游度假酒店集群,引领全省旅游度假住
宿设施新发展,全面提升旅游住宿供给能力和
服务水平.

专栏１０　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酒店项目

　　１ 建设１５０家以上高品质酒店.到２０２３年,基本实现没有高品质酒店的县、市、区至少新建成运营１家高

星级标准的高品质酒店,建成数量达１００家以上;在此基础上,根据全省旅游市场发育情况和各地旅游文化产业

发展实际需要,再适度超前规划建设５０家高品质酒店.
２ 建设３００家以上精品(半山)酒店.按照“藏在山间、隐没林中、外观古朴、内部高端、设施现代、服务一流”

的要求,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推进精品(半山)酒店建设.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全省建成运营精品(半山)酒店达３００家

以上,其中“最美精品(半山)酒店”达６０家以上.
３ 建设３０００家以上旅游民宿(客栈).按照国家和云南省旅游民宿(客栈)规范和标准,在巩固提升现有旅

游民宿(客栈)基础上,到２０２５年,力争建成达到行业标准的旅游民宿３０００家以上,房间数超过３００００间以上.

二、锻造康养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一)建设国际康养旅游胜地
发挥我省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独特优势,

围绕打造国际康养旅游胜地,推动云南成为人
人向往的健康生活目的地的目标,按照构建
“文、游、医、养、体、学、智”康养旅游产业链总体

要求,编制出台«云南省国际康养旅游实施方
案»,制定«云南省国际康养旅游胜地建设标
准».以大滇西旅游环线、澜沧江沿线休闲旅游
示范区、昆玉红旅游文化带、沿边跨境文化旅游
带等为重点,积极引入三甲医院、医疗研究所、
体检中心、康养服务品牌落地,大力发展气候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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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湖滨康养、运动康养、森林康养、温泉康养、
田园康养、文化康养、中医药康养、康复康养、医
疗美容康养等多元康养新业态,打造一批康养
类型多样、医疗资源集聚、旅游产品丰富、生态
环境优良、智慧化管理水平高的国际康养旅游
胜地.

(二)生态养生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依托全省良好的气候环境、森林生态、山地

湖泊等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建设滇川风景道、滇
桂粤边海风景道、香格里拉风景道,坚持依法依
规和绿色发展原则,建设一批国家公园.按照
“生态、绿色、高端、休闲、智慧”的要求,积极探
索以“森林浴场、健康疗法、林间小屋、绿色食
品、山地运动”等多种元素和功能为一体的生态
旅游发展模式,建设一批生态环境优美、康养内
容丰富、休闲度假舒适的复合型康养度假区、生
态旅游区、湖畔度假区、湿地公园、森林康养基
地等重大重点项目,打造以生态养生、森林漫
游、湿地体验、湖畔度假、休闲娱乐、康体健身、
养老度假等为重点的生态养生度假新业态产品
和精品名牌.

(三)温泉康养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充分发挥全省地热温泉资源丰富、类型多

样、分布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人们注重温泉康
疗、养生度假等消费需求,以滇西温泉养生旅游
带和综合型温泉康养度假地为重点,积极探索
“温泉＋旅游景区”、“温泉＋商务会议”、“温泉

＋康复疗养”、“温泉＋运动游乐”、“温泉＋生态
农庄”、“温泉＋旅居地产”等开发模式,加快建
设一批温泉康养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培育温泉
康疗、温泉养生、温泉度假等温泉康养旅游新业
态新产品,着力打造国际流行的温泉 SPA 品
牌,推动传统的温泉洗浴和休闲度假向兼具观

光、休闲、康疗、养生等复合型方向转型发展,丰
富康养旅游新业态内容,增强康养旅游产品供
给能力.

(四)康体健身休闲新业态新产品
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地质、气象、水域、生

物景观等资源,融入生态、绿色、低碳理念,推进
“体育＋健康＋旅游”融合,以全省高原体育训
练基地为依托,整合串联各类登山步道、古道、
绿道、骑行道等,建设以“低空、山地、水域”为主
要载体,具有国际水准兼具民族特色的高端、专
业、安全的户外运动基地、汽摩赛车场、国家步
道、骑行绿道等康体健身休闲带,打造国际流行
的康体健身休闲业态产品,培育主题突出、特色
鲜明的户外运动线路.充分利用各类体育场馆
设施,推进健身休闲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开发大
众健身休闲产品,举办丰富多样的体育赛事,打
造具有云南特色的“生态、健康、时尚”康体健身
休闲新业态产品和体育旅游品牌.

(五)医疗养生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面向养生养老消费需求市场,依托各地中

药材种植基地、医疗康复基地、养生养老基地,
充分挖掘推广彝医药、藏医药、傣医药、壮医药、
白族医药等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诊疗保健技
术和服务,积极引进、运用和推广国际前沿医疗
技术手段和设施设备,把优质医疗技术、完善服
务设施和优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建设一批医
疗康养旅游基地、中医药食疗养生旅游区、健康
保健养生旅游区、养老养生体验园区、医疗健康
城和康养小镇等医疗养生旅游重大重点项目,
打造以治疗、康复、保健、养生等为目的,以休闲
度假为辅助的养体、养心、养神等医疗养生旅游
新业态产品,力争在医疗养生旅游领域形成领
先优势.

专栏１１　康养旅游新业态建设项目

　　１ 建设１０个国际康养旅游胜地.围绕构建“文、游、医、养、体、学、智”康养旅游产业链的总体要求,重点在

昆明市、丽江市、保山市、玉溪市、普洱市、大理州、德宏州、西双版纳州、红河州、文山州、楚雄州等州、市建成１０
个以上国际康养旅游胜地.

２ 建设１０个国家公园及生态养生旅游示范区.巩固提升普达措国家公园,推动怒江大峡谷、金沙江大峡

谷、高黎贡山、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哀牢山等创建为国家公园,推进建设昆明一条龙大健康旅游休闲度假区、安宁

玉龙湾康谷、弥勒太平湖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寻甸凤龙湾国际旅游度假区、师宗五龙旅游度假区、腾冲东山国

际康养度假区、世外乡村高黎贡勐赫小镇、普者黑密纳湖国际康养度假小镇、勐远仙境雨林康养小镇、融创普

洱国际大健康度假区等１０个以上生态养生旅游区.
３ 建设２０个温泉康养旅游示范区.加快建设中林西双版纳温泉康养文旅小镇、腾冲石墙温泉度假区、龙

陵三关温泉颐养旅游度假区、禄丰罗茨温泉康养度假区、曲靖温泉康养小镇、梁河南甸田园温泉度假区、武定喜

鹊窝森林温泉康养度假区、宜良小白龙温泉旅游度假小镇、安宁温泉山谷凤御九天、东川格勒湖小江温泉度假

区等１０个以上温泉康养旅游示范项目建设.推进腾冲热海温泉、玛御谷温泉小镇、洱源大理地热综合体、水富

西部大峡谷温泉度假区、龙陵邦腊掌温泉等已建温泉康养项目提升改造,到“十四五”期末,新建成１０个、提升改

造１０个具有示范性的温泉康养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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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建设１０个康体健身休闲带.加快建设茶马古道、北回归线、苍山洱海廊道等国家步道和１０条徒步示范

线路,重点推进广南全域低空旅游９＋１展翼航旅综合营地、东川乌蒙巅峰运动公园、昭通大山包极限运动小镇、
弥勒国际汽摩运动休闲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到“十四五”期末,新建成５个、提升改造５个具有示范性的康体

健身旅游带项目.
５ 建设１０个医疗健康城和康养小镇.推动昭通天麻、文山三七、德宏石斛、迪庆虫草等名贵中药材基地健

康发展,加快建设景洪市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曲靖南境颐养小镇、石林杏林大观园、云南白药大理健康养生创

意园、腾冲绮罗中医旅游文化区、文山郑保疗养中心等医疗养生旅游项目,力争新建成１０个具有示范性的医疗

健康城和康养小镇.

三、锻造文旅融合新业态新产品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建设一批文旅融合重点项目,着力锻

造主题娱乐旅游、文化遗产旅游、旅游演艺、科
普研学旅行等四大类文旅融合新业态新产品.

(一)主题娱乐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突出“健康、时尚、快乐”主题特色,积极应

用现代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全息成像、程控矩阵

技术、沉浸式３D、虚拟现实交互动漫技术、４D
智能新材料和新装备等,建设打造一批新型健

康的主题娱乐区、文化公园和游乐园,推出一批

水上游乐、冰雪世界、童话世界、影视拍摄、数字

娱乐等主题娱乐旅游新产品,培育打造一批主

题原创、实景体验、寓教于乐的文化娱乐精品,
发展多姿多彩的酒吧、茶室、视听、网吧等文化

休闲产品,打造健康文明、类型多样、功能完善、
参与性强的主题娱乐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二)文化遗产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加强昆明石林、丽江古城、元阳哈尼梯田、
“三江并流”、澄江古生物化石地等世界遗产保

护,积极推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滇缅

公路、滇越铁路、茶马古道、高黎贡山等申遗工

作,提升世界遗产地旅游品牌.改造提升禄丰世

界恐龙谷、元谋人世界公园、剑川沙溪寺登街及

大理古城、建水古城等重点文化遗产旅游区,打
造“考古遗址公园”,推出一批文化遗产旅游产品

和精品线路.立足博物馆群资源特色,结合博物

馆藏品陈列展示、科普教育、会议培训等,培育打

造博物馆旅游新产品,并通过数字博物馆、虚拟

旅游等方式拓展受众群体,扩大博物馆旅游发展

空间.以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传习馆

(所)、工作室和工坊等为依托,强化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技艺展示、创新与活化利用,推出一批

主题特色鲜明、展示内容丰富、互动体验性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和精品名牌.
(三)旅游演艺新业态新产品

积极支持演艺产业发展,出台«关于营造更

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改革发展的

实施意见»,鼓励支持民间文化演艺院团发展,
鼓励国有文艺院团市场化运作精品剧目.推进

“文化＋科技＋创意＋旅游”融合,加快旅游演

艺重点项目建设,发展一批功能配套、服务优质

的旅游演艺场所.增强旅游演艺创意能力,积
极开发以文化演艺为主体,集创意设计、高科技

舞台技术、高质量歌舞表演等为一体的旅游演

艺新产品.加强旅游演艺队伍建设,提升演艺

节目策划、编导和表演水平,推出一批具有较高

艺术水准、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的世界旅游演

艺品牌.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打造

特色鲜明、体验性强的民族民间艺术表演产品.
(四)科普研学旅行新业态新产品

推动“旅游＋科普”、“旅游＋教育”融合,按
照“寓教于游”、“寓学于游”方式和“主题鲜明、
课程精良、运行规范”要求,坚持依法依规,依托

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建设一批自

然教育和科普研学旅行重点项目,加强配套设

施建设,健全安全保障措施,打造布局合理、类
别多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验性强、安全舒

适、管理规范的自然教育和科普硏学基地,推出

一批集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参与性、体验性

为一体的自然教育和科普研学产品,培育一批

科普研学旅游精品线路.建立多方合作关系和

科学评价反馈体系,形成立足云南、联通全国的

自然教育和科普研学旅游网络体系,打造具有

云南特色的自然教育和科普研学旅行新业态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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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２　文旅融合新业态重点项目

　　１ 建设３０个主题娱乐旅游项目.重点建设以昆明派拉蒙主题乐园、玉龙雪山干海子冰雪旅游乐园、大理

普德赋主题乐园、曲靖麒麟水乡乐园、砚山梦幻大世界游乐园等２０个在建新建重点项目;完善提升云南野生动

物园、石林冰雪海洋世界、禄丰世界恐龙谷、弥勒湖泉温泉水世界乐园、元谋人世界公园水乐园等１０个已建主题

公园和游乐园.
２ 打造１０个世界遗产地项目.加大丽江古城、元阳哈尼梯田、昆明石林、“三江并流”、澄江古生物化石等５

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保护力度,巩固提升世界遗产地旅游品牌,全力推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功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茶马古道、高黎贡山等申遗工作.
３ 打造１０个文物活化旅游产品项目.推进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旅游、文化遗产旅游和非遗

展示旅游项目,重点打造南诏大理史迹游、建水—石屏传统民居乡愁之旅、古滇考古遗址群游、生物多样性主题

博物馆群游、民族文化多样性主题博物馆群游、翠湖片区博物馆群游、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古迹游、茶马古道古迹

游、滇越铁路古迹游、红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游等１０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市场吸引力的文物活化旅游产品.
４ 建设２０个自然教育和科普研学旅行项目.重点建设提升滇中天文科普科研教学基地、国家植物博物

馆、马龙天文旅游小镇、澄江寒武纪科普园、西双版纳勐仑植物园、景洪花卉植物园、元谋热作所等２０个自然教

育和科普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５ 打造１００个旅游演艺项目和１０个世界级旅游演艺节目.巩固提升云南映象、丽江千古情、梦幻腾冲等

１０多个现有文化旅游演艺品牌;培育打造世界的香格里拉、茶马古道、佤部落、我家红河、鹤舞高原、彝乡之恋、
族印司岗里、怒江傈僳族唱诗、澜沧快乐拉祜等４０多个文化旅游演艺项目.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实现每个州、市
至少打造１场大型旅游演艺,每个大型景区(年游客量达１００万人次)打造１个驻场旅游演艺,６０个旅游重点县、
市、区各打造１场中小型规模以上旅游演艺,全省旅游演艺项目达到１００个以上,积极培育１０个左右世界级旅

游演艺节目.

四、锻造专项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一)跨境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以加快云南沿边跨境文化旅游带发展为重

点,建设一批跨境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

和重大重点项目,打造以重点边境城市为增长极

的沿边文化和旅游产业集聚区,推出一批在国内

外有影响力的边(跨)境旅游产品.积极参与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老、中缅经济走廊建

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打
造以磨憨口岸为重点的中老跨境旅游线路,以瑞

丽口岸为重点的中缅跨境旅游线路,以河口口岸

为重点的中越跨境旅游线路,提升跨境旅游服务

质量.积极培育跨境连锁型、网络化租赁车旅游

服务企业,建立完善自驾游信息管理服务系统、
自驾游服务网点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统一旅游

服务标准,培育打造国际自驾游精品线路.推进

国家一类、二类口岸和周边城镇、乡村交通基础

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国家 A级旅

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旅游特色村建设,完善接

待服务设施,全面提升跨境旅游通达条件.
(二)水电生态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积极融入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金

沙江水电站群为依托,建设水电生态旅游重大

重点项目和沿江高峡平湖旅游度假区,加强沿

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上旅游配套设施,

建设“中国最美峡谷型电站”、临江美丽县城、特
色小镇和旅游特色村.开发集电站观光、峡谷

穿越、水上游乐、湖滨度假为一体的水电生态旅

游新业态新产品,打造水上特技滑水表演、滨江

实景旅游演艺、中华龙舟、摩托艇、皮划艇、沿江

自行车、滑翔伞等体育旅游赛事,积极培育金沙

江水陆旅游线路,提升金沙江水电生态旅游知

名度、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联合四川省共同

开发金沙江大峡谷水上旅游专线,打造沿江生

态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积极融入“长江国际黄

金旅游带”.
(三)旅游制造业新业态新产品

促进装备制造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优先发

展旅游观光车、游轮游艇、游乐设施、索道缆车、
低空飞行器等旅游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文化

和旅游用品制造业,构建“金、木、土、石、布、食、
艺、养”传统工艺品及旅游纪念品产业体系,打
造具有特色的伴手礼产品系列.依托云南多样

性生物资源,大力发展云茶、云花、云酒、云咖、
云饼、云菜、云腿、云药、云果等食品工业,积极

发展化妆品、口腔清洁用品、香料香精等日化品

产业,积极开发特色旅游食品和旅游日用品.
支持综合型加工、销售、物流企业发展,构建文

化和旅游商品加工销售体系,延伸拓展文化和

旅游产业内涵与外延,丰富云南文化和旅游商

品,增加高品质文化和旅游商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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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３　专项旅游新业态新产品重点项目

　　１ 建设提升１０个边(跨)境旅游区重点项目.建设沿边腾冲市、瑞丽市、陇川县、沧源县、镇康县、西盟县、江
城县、勐腊县、河口县、金平县、麻栗坡县等边境文化旅游城市;建设中国磨憨—老挝磨丁、中国瑞丽—缅甸木姐、
中国河口—越南老街等３个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西双版纳、德宏、红河、临沧等４个边境旅游试验区,着力打造１０
个边(跨)境旅游区.

２ 培育打造４条跨国(跨境)旅游精品线路.蒙自(云南)—河口(云南)—河内(越南)—海防(越南)—北海

(广西)—海口(海南)陆海跨国(跨境)旅游线路;景洪(云南)—会晒(老挝)—清迈(泰国)—曼谷(泰国)陆水空跨

国(跨境)旅游线路;景洪(云南)—琅勃拉邦(老挝)—万象(老挝)陆空跨国(跨境)旅游线路;芒市(云南)—曼德

勒(缅甸)—蒲甘(缅甸)—仰光(缅甸)跨国(跨境)旅游线路.
３ 建设水电生态旅游重点项目.依托金沙江、澜沧江丰富的电站资源,重点建设金沙江的乌东德、白鹤滩、

溪洛渡、向家坝和澜沧江的糯扎渡、小湾、漫湾、大朝山等８个大型水电生态旅游区项目,打造“中国最美峡谷型

电站”工业旅游品牌.建设金沙江沿岸的水富、绥江、永善、巧家、会泽、东川、禄劝、武定、元谋、永仁等１０个临江

美丽县城.

五、锻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全产业链

培育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城市和集聚区,
创新城市夜间消费场景,完善配套公共服务,使
全省夜间经济“亮”起来、夜间消费“火”起来、更
多人气“聚”起来,激发城市夜间经济活力.

(一)培育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城市

重点打造昆明市、丽江市、大理州、保山市、
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国家级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试点城市,重点培育麒麟区、大理市、景洪市、
腾冲市、楚雄市、瑞丽市、蒙自市、建水县、香格里

拉市等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提升县城

和沿边口岸城市消费水平.围绕夜景、夜游、夜
娱、夜健、夜宴、夜购主题特色,构建“城区、景区、
街区、商区”四位一体的夜间经济体系.培育打

造一批特色鲜明、业态多元、靓丽美观的地标性

夜间消费集聚区、夜间经济示范街、特色消费商

圈和网红打卡点,将文化、科技、娱乐、演艺、节庆

及线上线下消费与夜间生活相融合,形成主客共

享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新模式.
(二)建设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支持重点旅游县、市、区,以城市为依托,结
合现代时尚潮流,在避免扰民、保护生态环境和

确保城市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设置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明确集聚区内的经

营时段、经营区域和经营范围,做好集聚区的街

景打造、装饰照明、标识指引等工作.在集聚区

及周边特定区域,增加夜间停车位、出租车候客

点、夜班公交线路,节假日可适当延长公交车运

营时间,因地制宜推动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
美术馆、体育馆等延时错峰开放,推出２４小时

夜间书房、展室、影院、非遗工坊等特色项目,营
造良好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环境和氛围,积
极创建１０个以上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２０个以上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
(三)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精品

以锻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精品为目标,
以打造“彩云之南等你来”夜间群众演艺活动品

牌为重点,将各地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

化融入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设计独特的夜间

游览方式,推出特色美食、手工艺品、手作体验、
浪漫花市、拍照地标、网红打卡点、文化节庆、竞
技表演、演艺剧场、灯光秀等吸引力强、趣味性

强、体验性强的“夜游产品”,打造烟火气旺、人
气爆棚的“网红”夜市,培育夜间文化和旅游新

品牌,营造浓厚的夜间生活文化品味,满足主客

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
(四)优化夜间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成立夜间

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和共同体理事会,建立夜间

经济“区长”和“首席执行官”制度等,为聚力发

展夜间经济提供有温度、有力度的保障.加强

夜间时段的治安、交通、城管、食品安全、卫生秩

序管理,引导经营主体加强行业自律,提升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服务质量和水平,丰富夜间消

费内容,提升消费文化品位,着力锻造夜间消费

服务长链,激发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六、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围绕全省实施乡村振

兴“百千万”工程,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以绿

水青山为形,以乡愁乡韵为魂,实施乡村旅游精

品工程,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乡

村旅游产品体系,不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
(一)建设最美乡愁旅游带和乡村田园综合体

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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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按照“一流产业基地＋美丽乡村＋乡村旅

游”要求,重点建设打造一批以农耕文化为魂、
山水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古朴村落为形的

最美乡愁旅游带,培育一批乡村旅游集聚区,推
出一批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制定出台«云南

省乡村田园旅游综合体建设实施方案»和具体

管理办法,高标准建设一批乡村田园旅游示范

综合体.突出景区化、生态化、本土化和智慧化

特色,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底蕴、民族风情、
地方美食等潜力,加快建设一批传统村落型、民
族文化型、田园观光型、康体养生型、生态休闲

型、文化传承型、产业依托型等旅游重点村,打
造以乡村文化站(点)、农耕文化展示馆、乡村文

创基地、精品农家乐、特色民宿、生态庭院等为

支撑的乡村旅游新产品,构建“一村一品、一村

一韵、一村一景”新格局,成为展现美丽云南形

象的新窗口.
(二)建设现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区

以全省高原特色农业为支撑,以梯田、茶
园、果园、花海、稻田养殖等为依托,加快建设一

批综合性休闲农业园、观光采摘园、垂钓园、咖
啡园、休闲农庄、乡村民宿、森林人家等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以观光农业、
创意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等为重点的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区,开发农业观景、农事体验、
果园采摘、花卉观赏、休闲垂钓等休闲农业新业

态新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带动农产品销售,
提升农业附加值,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展农

民增收渠道,助力全省乡村振兴.
(三)打造特色乡村旅游新业态新产品

加强产业要素在乡村配置聚合,大力建设

一批最美乡愁旅游地,积极发展共享农庄、康体

养老、线上云游等乡村业态新模式,打造研学教

育、亲子体验、拓展训练、游憩养生、乡村旅居等

乡村旅游新产品,结合文化创意和策划,提升民

族传统节庆活动水平,培育打造芒果节、苹果

节、鲜花节、咖啡节、丰收节等农事节庆活动,开
发乡村音乐节、嘉年华等节庆活动新品牌.推

进民族特色餐饮开发,发展地方特色美食,打造

“舌尖上的云南”餐饮品牌.依托具有比较优势

的优质大米、咖啡、茶叶、花卉、核桃、花椒、滇皂

荚、中药材、水果、蔬菜、菌类、竹类等农特产品,
开发以“云品”为重点的乡村旅游商品,带动乡

村农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专栏１４　乡村旅游业态产品重点项目

　　１ 建设打造１０个最美乡愁旅游带.以大理古生村中国最美乡愁旅游带、建水—石屏滇南最美乡愁之旅为

示范带动,推动罗平、腾冲、昭阳、新平、祥云、牟定等有优势条件的县、市、区积极建设打造１０个最美乡愁旅游

带.
２ 建设２０个乡村田园旅游示范综合体.结合全省打造１００个乡村振兴示范园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特

点,确定一批乡村田园旅游示范综合体建设项目,到“十四五”期末,全省基本建成２０个左右乡村田园旅游示范

综合体.
３ 创建１３０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结合“千个精品示范村、万个美丽乡村”建设,在巩固提升现有３６个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和２１３个省级旅游名村基础上,继续推进创建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省级旅游名村,到“十四

五”期末,全省新增３０个以上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新增１００个以上省级旅游名村.
４ 建设３０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在巩固提升现有３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１００多个全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基础上,争创２０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３０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

第七章　增动能,强化数字化

　　　科技新驱动　

积极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引擎的高新技

术应用,实施“文旅数字化工程”,提升文化数字

化、旅游智慧化功能,增强高新技术应用能力和

公共服务新动能,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增

效赋能.
一、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一)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抓住国家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智
慧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文化馆图书馆工程等

机遇,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数

字化建设,搭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监管平台.
重点推进脱贫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市公共

文化数字化建设,在新建和提升改造村级、城市

社区综合文化中心时注重加强数字化、智慧化

建设,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动公共

文化机构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开展古

籍数字化、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工作,开发特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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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化产品,提升场馆数字化设施互动体验.
统筹文化惠民工程线上线下服务,加快智慧文

化社区建设,通过互开端口、互设界面和互开专

区,将丰富的数字文化资源传输到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构建互联互通的文化惠民工程数

字化服务网络,扩大文化惠民工程服务人群.
(二)完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体系

依托“云南公共文化云”、“一部手机游云

南”等数字化平台,以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为基础,加快推进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和基层文化站(点)等公共文化服务

数字化建设,构建功能多样、便民惠民、覆盖全

省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体系.通过数字网络

加大对跨领域、跨系统、跨部门公共文化资源的

整合力度,推进公共文化机构互联互通,推动公

共文化产品网上采购机制建设,推广公共文化

服务“一卡通”,实现区域公共文化共建共享.
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服务平台,增强

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效能,为群众提供一站式、
综合性文化数字化服务,对脱贫人口、外来务工

者、农村留守人员等特殊人群提供数字化文化

服务.
(三)提升公共文化智慧化互动体验功能

充分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系统化、人工智

能(AI)、虚拟现实、增强现实、５G、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通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等方式,
将博物馆建设成为文化传承、科技赋能的综合

性文化体验地.拓展公共文化数字终端教育应

用,将公共文化数字终端运用于大、中、小学校

教学及学生课外活动.通过设立官方微博、微
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 APP等方式,加强与群

众沟通,及时反馈群众需求和建议,提升公共文

化智慧化互动体验服务质量.
二、加强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推进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建设,加快公用通信网

络升级改造,持续完善大滇西旅游环线网络覆

盖,优先在国家级及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

级及省级旅游度假区、３A级以上旅游景区等实

现５G全覆盖.推进文化和旅游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文化经营场所、停车场、旅游厕所、旅
游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旅游专用道路及旅

游景区内部引导标识系统等数字化与智能化改

造提升.推进物联网感知设施建设,加强重点

区域客流集中区视频监控网络建设,实现对旅

游资源、服务网点、设施设备的实时监测和管

理.
(二)推进旅游要素智慧化建设

建设一批智慧旅游景区,落实“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围绕游客游前、游中、游后需求,引
导旅游景区开发数字化体验产品,普及旅游景

区电子地图、语音导览、扫码识景、预约预订、分
时游览等智慧化服务,丰富线上线下游客体验

内容.推动酒店宾馆、民宿客栈等住宿企业开

展智慧化建设,探索非接触式前台服务、智能客

房、刷脸入住等新服务模式.推动建立旅游租

包车开放平台,为游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解决

旅游“最后一公里”问题.依托在线平台,积极

推动构建云南美食地图,探索智慧采供、刷脸消

费、无接触服务等智慧餐饮建设.支持推动文

化文物单位运用５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

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开发馆藏资源,发展

“互联网＋展陈”新模式,建设智慧博物馆.
(三)建设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中心

加快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推进文

化和旅游行业信息内容资源整合,制定大数据

采集、管理、共享、交换及技术标准规范和管理

规范.健全旅游分析维度和模型算法,推进大

数据开发开放和共享应用.按照数据安全和个

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数据安全

管理责任,保障文化和旅游数据收集、传输、存
储、共享、使用、销毁等全生命周期安全.

三、提升智慧旅游服务管理水平
(一)提升智慧旅游服务能力

整合大数据平台和业务系统,通过数据共

享、业务流程对接,向游客提供个性化定制、智能

化服务和人性化体验.鼓励支持全省旅游企业

为游客提供预约预订、电子票务、导游导览、电子

讲解、信息发布、智慧厕所、咨询投诉、紧急求助

等在线互动服务,推出适宜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

服务功能.推动旅游企业开发沉浸式娱乐体验

产品,提升线下数字化水平,丰富娱乐多维度体

验服务内容.推动在线平台面向涉旅企业全面

开放,形成一体化的区域服务信息资源,提供立

体化、全方位、一站式精确信息和互动化服务.
(二)提升智慧旅游管理效能

加强旅游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建设,持续

推动旅游投诉、“３０天无理由退货”、诚信评价

系统功能优化,建立高效快速处理、诚信放心消

费、信用约束联合惩戒的机制.健全完善旅游

团队监管体系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考核机制,
建设可视化管理平台,集中实现旅游市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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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信用体系建设、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

法、产业运行监测统计分析、安全监管和应急指

挥、企业及从业人员执业管理、景区客流监测和

分流等工作的智慧化、集成化、一体化管理.

专栏１５　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１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项目.重点推动全省建设１０个智慧图书馆、１０个公共文化云、３０个博物馆数字化

和一批数字化美术馆重点项目.建设全民阅读和全民艺术普及资源库.实施“互联网＋群众文化活动”,培育

“云上群星奖”、“云上乡村村晚”等数字文化服务品牌.加强数字文化资源版权保护.
２ 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智慧景区建设,推动昆明石林、大理崇圣寺三塔、丽江古城和玉

龙雪山建设全国智慧旅游示范景区,完成国家４A 级旅游景区智慧化改造,引导国家３A 级旅游景区智慧化升

级.扶持推动建设１０个智慧旅游示范村,推进乡村旅游资源和产品数字化.建设一批数字博物馆.
３ 推进“一中心两平台”项目建设.加快文化和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推进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持

续优化综合服务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体验和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综合管理平台,不断提升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４ 建设开放共享的智慧旅游平台.以游客体验为核心,推动“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开放共享,面向游客和

涉旅企业全面开放,完善旅游投诉处置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游客满意度.持续完善旅游购物“３０天无理由退

货”运行机制,构建诚信旅游消费环境.完善涉旅企业诚信评价管理体系.

四、增强行业科技应用能力
(一)加强文化和旅游数字化研究

鼓励我省大型文化和旅游企业、在滇涉旅

在线企业等,通过联合共建研究中心、技术研究

院等机构,加快布局建设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实

验室,加速互联网赋能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培

育,形成以企业为主导、以实验室为载体的技术

创新应用模式.鼓励支持文化和旅游创新平

台、创客基地等众创空间发展,建设文化旅游产

业互联网示范园区.鼓励各地开发文化和旅游

创客综合体、创客景区、创客村镇、创客街区、创
客公寓等多种形式的众创空间,带动文化和旅

游产品创新、业态转型、产业升级.
(二)提升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开发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

应用,不断提升全省文化和旅游产品开发、公共

服务设计的数字化水平.有序推动商用密码在

文化和旅游行业的运用.在文化和旅游产品开

发以及公共服务设计中,融入云南历史文化和

民族文化,提炼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遗产品牌、
符号、内容等,通过数字化创意设计和转化,促
进云南文化数字化传播与传承.坚持产学研融

合,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公司合作,
及时将最新科技成果融入文化和旅游产品的设

计与开发.制定数字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促进

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意人才跨区域、跨部门交

流和学习,提升文化和旅游产品数字化设计和

开发水平.
(三)加大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广

发展全息互动投影、无人机表演、夜间光影

秀等新技术旅游产品,推动现有文化内容向沉

浸式内容移植转化,丰富虚拟体验、网络音乐、
网络动漫、网络表演、数字艺术展示等数字文化

产品,推动数字艺术在重点领域和场景的应用

创新,更好传承中华美学精神.引导“云演艺”、
“云直播”、“云娱乐”等有序发展.加大区块链

发票推广力度,提升旅游消费便利化水平.

第八章　塑形象,提高文化和旅游

　　　开放合作新水平

以塑形象、创品牌、拓市场、促开放为重点,
实施“文化和旅游品牌创建工程”宣传推广计

划,培育云南文化和旅游新IP,不断拓展国内

外客源市场,完善国内国际合作机制,提高全省

文化和旅游开放合作新水平.
一、塑造文化和旅游新品牌新形象
(一)塑造“健康生活目的地”新形象

充分发挥云南“边疆、山区、民族、美丽”鲜
明特色,以推进重大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把全

省绿水青山、独特气候、民族文化等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建设一批国际康养旅游胜地,着
力锻造以生态旅游、温泉养生、休闲度假、户外

运动、森林养生、康复疗养、养生养老等为重点

的康养旅游新业态新产品,着力塑造世界一流

“健康生活目的地”新形象,提升国内外知名度

和吸引力.
(二)打造一批文化和旅游新IP
深入挖掘云南文化内涵和潜力,注重云南

文化和旅游IP的核心主题及市场吸引力,着力

塑造“三江并流”、昆明石林、丽江古城、香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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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元阳哈尼梯田、澄江古生物化石群、禄丰恐

龙化石遗址、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怒江大峡谷、
普洱茶等一批国际知名的文化和旅游IP.积

极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系列化的“文旅＋动漫

IP”、“文旅＋网游IP”、“文旅＋电影IP”、“文旅

＋综艺IP”、“文旅＋音乐IP”等,形成网红新景

点和打卡新标识,增强云南文化和旅游IP标识

的渗透力.
二、加强宣传推广和市场拓展
(一)实施宣传推广计划

实施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计划,构建宣传

推广新体系,夯实宣传推广新基础,拓展宣传推

广新渠道,着力做好云南文化和旅游品牌形象

宣传.制作一批高水准、高质量的文化和旅游

宣传片,在央视、澜湄国际卫视、南亚东南亚国

家电视台、品牌栏目投放宣传广告,加强对云南

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的宣传推

广.借助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国际旅游交

易会、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西安丝绸

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等国内国际重要文化和旅

游展会活动,加强对云南文化和旅游的宣传推

介.积极参加各类文化和旅游展览、专项推广、
联合广告投放等推广活动,持续提升云南文化

和旅游知名度、美誉度.
(二)扩大宣传推广渠道

充分发挥现代全媒体宣传推广优势,构建

“互联网＋”宣传推广体系,运用网站、自媒体、
社交媒体等媒介,强化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相结

合,形成专业化、品牌化、网络化宣传推广模式,
提升云南文化和旅游在网络搜索引擎上的排

名,提高宣传推广效果.充分利用国内外知名

互联网平台和渠道,以及微信、微博、抖音、快手

等新网络媒体,加强云南文化和旅游产品、品牌

形象宣传推广,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加强与知名在线旅行社(OTA)、用户原创内容

(UGC)旅游网站平台合作,线上宣传推广云南

文化和旅游产品以及旅游线路,拓展文化和旅

游消费需求市场.
(三)“请进来、走出去”宣传推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积极开展“请进

来、走出去”宣传推广.邀请国内外目标市场的

旅行商、旅游专栏作家、旅游达人、海内外网红

等来滇采风,在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上集中发

布,扩大云南文化和旅游的传播力.深入推进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媒体交流互访、采访活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

去,讲好中国故事云南篇章.借助外交部、文化

和旅游部等国家部委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赴
欧洲、美洲、东南亚、东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

文化和旅游主题推介活动,提升云南文化和旅

游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
(四)积极拓展旅游客源市场

加大对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拓展力度,针对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地区、川渝黔

桂地区等重点旅游客源市场,联合云南驻外办

事机构,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主题推介活动.
支持各州、市以及我省旅游企业在国内客源地

举办多种形式的旅游营销活动,进一步扩大国

内旅游客源市场.加大与国际知名旅行商、国
际航空公司战略合作,将我省纳入其销售网络

和营销平台,加强海外旅游客源市场的云南旅

游品牌推广,增强国际旅游客源市场开拓能力.
三、深化国内区域交流与合作
(一)深化省际间区域合作

结合国家推进新藏滇桂边境旅游带、边境

极限体验线、滇藏茶马古道寻踪线和大香格里

拉人间乐土线的建设,以及“三区三州”旅游大

环线建设和品牌打造,完善跨省(区)文化和旅

游合作机制,进一步强化滇川渝、滇黔桂、滇川

藏文化和旅游合作,建立健全资源共享、区域联

动、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的区域文化

和旅游合作新机制,建设提升跨省(区)综合交

通网络体系,推动建设滇川风景道、滇桂粤边海

风景道、香格里拉风景道,打造跨省(区)精品旅

游线路,不断扩大国内赴滇游客规模和水平.
继续强化“边海优势互补”,巩固提升滇沪、滇
粤、滇桂、滇琼文化和旅游合作,形成两头对外、
陆海互动的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新格局.加强

滇港、滇澳、滇台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进一步

提升合作层次和成效.
(二)提高跨区域合作成效

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旅游推广联盟、中国

大香格里拉旅游推广联盟、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旅游推广联盟、滇黔桂旅游推广联盟、长江上游

四省市旅游推广联盟等,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川
滇藏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滇川藏金沙江流

域旅游区、滇黔桂喀斯特山水文化旅游区等区

域文化和旅游合作.落实云南与四川、重庆、贵
州、广西、西藏等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合作协

议,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资源跨省(区、市)配
置,开展跨区域交流合作.对接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打造跨省(区、市)红色文化精品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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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线路.
四、提升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
(一)增强文化国际传播能力

充分发挥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缘相融的优势,统筹

各级各类媒体、边境州市、边境口岸等多种力

量,联合开展媒体合作、新闻报道、举办综艺晚

会、小语种教育培训、汉语教学、学术交流等国

际交流合作,重点开展影视创作、出版发行、精
品译配、出版物数据库推广、广播影视技术合作

等,构建立体多样的对外传播体系,增强中国文

化的国际传播能力.
(二)推动人文交流中心建设

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人文交流中心,
推进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文化遗产联合保护开发、文化和旅游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加快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

设.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提升澜湄

国家文化艺术节、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等国际文

化交流水平和影响力,扩大“七彩云南文化周

边行”覆盖面.建立与周边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门互访和经常性联系机制,支持在周边国家建

设华文书局、中华乡愁书院,促进跨境民族文化

交流合作.围绕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等,组织开

展跨区域文化遗产联合保护开发和申遗工作.
(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国家举办的文化年、艺术节等展

会节庆及重要外事活动,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
重点文化艺术机构的合作,利用国家平台和国

际舞台展示云南文化.积极参与部省合作共建

文化中心工作,发挥好缅甸仰光中国文化中心

和柬埔寨金边中国文化中心作用,举办系列文

化艺术活动,使之成为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旅
游推广平台和窗口.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
民营企业等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拓展民间

交流合作领域.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文化

和旅游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旅
游开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开展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合作.
(四)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

积极推动国际区域旅游合作,加强与缅甸、
老挝、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合作,推进共建澜沧

江—湄公河、孟中印缅、滇老缅、滇越等４大跨

境旅游走廊,促进跨境旅游、边境旅游和国际入

境旅游合作发展.加强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
继续办好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搭建文化和旅

游对外交往的重要平台.抓住中老铁路通车、
南亚东南亚国家首都和重点旅游城市航线全覆

盖的机遇,积极开发沿线旅游特色产品.加快

研究出台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走出去”政策措

施,鼓励省内文化和旅游企业“走出去”,联合打

造跨境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拓展我省文

化和旅游发展空间,提升文化和旅游对外开放

新水平.

第九章　提质量,打造高品质

　 　 　服务新优势

以增强文化和旅游治理能力为抓手,实施

“服务质量提升工程”,着力创造文化和旅游消

费新体验,营造市场活力新生态,构建综合监管

新机制,形成文明安全新环境,努力打造诚信服

务、放心消费、文明和谐、安全旅游的高品质服

务新优势.
一、创造文化和旅游消费新体验
(一)做好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

推动文化消费进入各类消费场所,重点开

展文化消费进社区、进乡村,打造便民文化消费

网点,完善“老少妇幼残”服务设施.支持各州、
市打造文创园、实体书店、文化娱乐场馆、步行

商业街区等多业态集聚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推进各类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升级改造,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深入挖掘和梳理各地各民族

独特的餐饮文化,传承民族烹饪技艺和方法,开
发绿色、生态、健康的特色餐饮,打造餐饮文化

品牌,满足主客美食需求.支持各州、市结合实

际,包装“一地一节庆、月月有热点”节庆旅游活

动,扩大节假日消费,打造精品夜市、夜间消费

街区和场所,促进夜间经济发展.
(二)推出消费便民惠民措施

实施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推广移动互

联网新兴支付方式、数字人民币运用,鼓励发展

无接触交易服务,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
引导直播带货、线上超市、无人机配送等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新市场、培育壮大新

动能.鼓励旅游景区(点)、各级各类文艺剧团、
旅游演艺企业等,采取团队游客、中小学生优惠

票价,老年人、残疾人减免票价等多种形式,满
足不同群体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每年定期

举办文化惠民消费季、文化消费月及数字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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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消费体验活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剧目展

演、电影联展、图书展销、文创产品展销、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美食节庆、民俗体验等文化消费

活动,扩大城乡居民的文化和旅游消费.
(三)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信贷业务,以规范发展

为前提,创新消费信贷抵质押模式,开发不同首

付比例、期限和还款方式的信贷产品.实施文化

和旅游商品“三个一批”计划,建立以旅游城镇、
旅游景区(点)为依托的文化和旅游商品销售示

范点、销售街区和专业化购物中心,规范文化和

旅游商品销售市场.建立健全文化和旅游商品

品牌认证和发布机制,打造一批集特色、品位和

品牌为一体的“老字号”、“老品牌”,增强游客的

消费认知和消费信心.重点开发一批以“云品”
为主的绿色农特旅游商品,延伸农业产业链,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乡村群众增收致富.探索

文化和旅游商品消费侵权先行赔付机制,开展放

心消费旅游景区创建工作,营造诚信经营氛围,
倡导无理由退货诚信服务,提升服务品质.

专栏１６　创造消费新体验重点工作

　　１ 打造“十百千”地方特色餐饮品牌.结合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创建工作,积极培育“十个特色餐饮名县、
百条特色餐饮街区、千碗精品名特菜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云南餐饮文化品牌.

２ 实施实体书店建设工程.推进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至少建成１个书城,县、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至少

建成１个不少于２００平方米的实体书店,配套相应的文化服务设施,增强实体书店的吸引力,提高城市文化品

位.

二、营造市场活力新生态

(一)深化“放管服”改革

落实国家、我省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

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简行政许可事

项,加大对文化和旅游领域行政审批事项进行

清单化管理,完善文化和旅游清单管理制度.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创新文

化和旅游政务服务平台,优化文化和旅游项目

审批流程.强化“一部手机游云南”与“一部手

机办事通”政务服务互联互通,助推文化和旅游

办事主题在“一部手机办事通”上线,拓展企业

和游客办事途径,将文化和旅游行政审批事项

“一网办成”,最大限度缩短审批时间.
(二)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落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工作要求,加
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

境,营造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平公正公开

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保障

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优化文化和旅游投

融资环境,积极利用基金扶持、减免租金等财政

政策,依法依规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加大文化和

旅游招商引资工作力度,鼓励文化和旅游企业

通过文化品牌、无形资产等进行创新性融资,不
断扩大投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大对

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检查,完善长效综合监管

机制,创新市场综合治理模式,健全以市场主体

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投诉举报

制度.建立健全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切实

转变工作作风,做好政务服务,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
(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程,促进文化和旅游

市场主体倍增,鼓励支持省内文化和旅游企业

创新发展,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

和重组,形成龙头企业引领、特色企业赋能、小
微企业支撑的现代文化和旅游企业发展格局.
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批实力雄厚、善于经营、社会

责任感强的文化和旅游集团、品牌大公司、品牌

连锁酒店等入驻云南,参与全省文化和旅游开

发,形成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打造

具有较强跨界整合能力、综合带动力、市场竞争

力的“航空母舰”型企业.打造中小微文化和旅

游企业孵化平台,强化分类指导,做特做活一批

“小而精、小而特、小而优、小而新”的文化和旅

游企业.以投融资赋能、市场培育为抓手,重点

以资产收购、股权收购、并购重组等方式,完成

对我省存量优质旅游资源的整合及开发,实现

优质旅游资源与投资需求紧密对接.加强信贷

支持,以融资租赁、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方式

开展资本运作,提升省级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平

台的信用评级,通过增信担保方式,撬动金融资

本的投入,为重点项目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四)充分发挥协会商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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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商会、民办非企

业单位等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强化协会商

会沟通政府、服务企业、自律监督等职能.引导

行业协会商会合理合规反映行业诉求,规范信

息发布,通过正常渠道合法合规反映行业诉求,
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

会作用,创新服务模式,规范行业行为,强化诚

信服务.指导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制定标准,开
展行业自律工作,引导企业诚信经营、诚信服

务,增强诚实守信守法的自觉性.鼓励行业协

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综合管理,完善科

学合理的线上线下游客购物退货机制,畅通退

货受理渠道,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旅游

消费权益.

专栏１７　营造市场活力新生态重点工作

　　１ 重点培育打造一批竞争力强的文化和旅游企业.以全省“双百”文化和旅游企业为重点,培育打造一批

资产规模３００亿元、营收５０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重点培育一批资产规模５０亿元、营收１０亿元以上的住宿、餐
饮、交通、旅游景区、文化娱乐、商品生产和销售等规模以上企业;积极发展一批具有特色的成长型文化和旅游小

微企业.
２ 推进旅行社集团化发展.加强与省外旅行社战略合作,积极探索引进省外有实力的旅行社集团,整合打

造跨区域、跨产业融合的旅行社集团,增强旅行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３ 培育演艺企业和团体.结合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加快筹建“云南民族文化演艺集团”,打造集云南民

族文化艺术精品剧目创作、大型民族文化剧目演出、精品文化演艺的龙头企业.鼓励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和市场

消费需求,发展一批文化传播演出和旅游演艺企业,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成立文化演出公司或社团.

三、构建综合监管新机制
(一)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行业协
会开展自律管理,建立行业诚信评价体系,组织
开展旅游企业诚信评价,提升旅游行业服务品
质.推进涉旅企业数字化诚信服务平台、旅游
购物退换货监理等建设.完善市场主体和从业
人员信用记录,实现诚信评价对旅行社、导游、
住宿、餐饮、旅游景区(点)、旅游车、租赁车等旅
游市场主体全覆盖,并将有关信用记录纳入省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逐步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二)完善市场综合监管机制

运用智慧化手段,实现多级监管、协同监
管、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更
加高效快捷监管好旅游市场,处理好旅游投诉,
提高监管效能和游客满意度.创新旅游市场监
管机制,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推进“游
云南”APP一键投诉功能与旅游诚信体系、数
字合同体系、电子发票体系互联互通,完善“１＋
１６＋１２９＋X”省、州市、县三级指挥中心和涉旅
企业联动旅游投诉处置工作体系并保障正常运
转,高效处置游客投诉.按照“一键投诉、及时
响应、直达属地、联动处置、实时反馈、限时办
结”投诉处理模式,利用移动端处理工具、PC端
处理工具、短信、企业微信等信息化手段缩短投
诉处理时间,解决游客有关问题.

(三)加大市场综合监管力度

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强化对文化、文
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市场的管理、监
督、检查,重点整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以问题为导向,定期开展文化市场经营
场所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健康平稳有序的社会
文化环境,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加
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持续开展在线旅游产品
及信息、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行
动和“不合理低价游”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以“零容忍”态度切实维护好旅游市
场秩序和广大游客合法权益,守护好云南旅游
金字招牌.加强全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考评及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考核评价.积极对接省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优化工作,畅通１２３４５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等各类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分类
依法处理各类举报投诉.充分发挥“一部手机
游云南”旅游投诉处置作用,规范受理涉及文化
和旅游工单,提高社会公众对文化和旅游领域
热线服务的满意度.

四、形成文明安全新环境
(一)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加快旅游标准体系建设,实现以标准规范
市场秩序,以标准优化营商环境,以标准促进服
务质量提升,不断完善主客共享、优质高效、便
捷舒适的文化和旅游服务体系.建立文化和旅
游在线培训服务平台,通过网络直播、互动点
播、按需定制等数字化手段,加强从业人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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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依托在线服务

平台,借助线上反馈和互动优化,倾听市场主体

和消费者需求,纳入服务质量考核体系.积极

利用“一部手机游云南”应用程序,定期对用户

建议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报告并定期向社会

发布,提振游客消费信心和体验感.
(二)引导文明旅游理性消费

开展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文明建设行动,
推动全行业形成文明经营、文明服务的行为规

范,提升行业文明程度.推出倡导文明旅游和

理性消费为主的公益广告,增强人们文明旅游、
理性消费的价值取向和认同感,树立绿色旅游

价值观、培育文明旅游理念、践行低碳出行方

式,营造全社会文明旅游、理性消费良好环境.
借助“一部手机游云南”及其他网络、新媒体平

台,开辟文明旅游、理性消费宣传板块,杜绝餐

饮浪费行为,加大对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曝光力

度.积极组织各级媒体宣传典型人物、事件、企
业和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强文化旅游志愿者队

伍建设,树立云南旅游诚信品牌,传播云南旅游

正能量.
(三)积极推进无障碍旅游

制定«残障人员旅游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全面优化提升酒店和旅游景区(点)的无障碍设

施.利用新兴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推进建

设一批智能媒体终端和数字化展览体验馆,在
旅游景区(点)为残障人士提供手感触摸、语音

解读、全自动导览车等个性化、无障碍的参观体

验服务.在“一部手机游云南”应用程序中推出

无障碍旅游服务功能,提供无障碍设施设备查

询、参观体验介绍和导览服务,开通无障碍旅游

投诉和建议等反馈通道.
(四)健全安全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安全旅游目的地”,强化安全主体责

任,推进旅游治安、气象服务,完善公共卫生、消
防、救援等专业性旅游应急体系,营造安全放心

的旅游环境和经营环境.推进“平安文化市场”
创建,继续加强对文化娱乐设施质量安全监管,
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推进安全与应急管理

标准化建设,规范有关设施与服务.建立健全

旅游目的地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完善旅

游安全信息披露、风险信息提示、突发事件信息

报告、应急及善后处置、安全与应急宣传培训等

工作制度,增强旅游安全应急处置能力.认真

落实国家、我省疫情防控要求,完善重点旅游景

区(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等卫生保障,提高疫

情防控智慧化水平,提高疫情防控效率,最大限

度降低疫情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影响.

第十章　重环保,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明确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提出预防和减

缓环境不良影响的主要措施,形成绿色开发方

式和低碳旅游模式,助力我省争当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排头兵.
一、加强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
通过文化和旅游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既有效发展旅游文化

产业,又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真正实现文化和

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环境保护的目标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贯彻落实保护资源环境有关法律法规,按
照国家和我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围绕全

省争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目标定位,把
文化和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相

结合,建立完善资源环境保护管理、宣传教育、
科研监测等管理制度,制定科学的旅游开发建

设和环境保护规划,积极应用现代高新科技,保
障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加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强化建设规划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合理控

制旅游规模,大力发展低碳旅游和低碳经济,以
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二)遵循环境保护要求

坚持保护优先,统筹兼顾.深入实施绿色

发展战略,把资源环境保护融入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落实到开发建设行动中,严格规范文化

和旅游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利用行为,使所有新

建、扩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均符合资源环境保护

要求.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突出预防为主、综合整治的方针,做到

科学决策和整体规划,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

和资源破坏,切实保护好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
生态环境.

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坚持从全省实

际出发,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阶段解决好资

源环境问题,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坚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有限开发、全
面监控,确保资源环境的再生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提升旅游文化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能力.
坚持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充分运用法律、

—９４１—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２增刊１ 　　　　 　　 　　　　　　　 省政府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建立健全“谁开发谁保

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的生态补偿

制度,加大保护资源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的投入

力度,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对所造成损

害依法承担责任.
二、预防和减缓环境不良影响措施
(一)加强资源环境保护

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升云南“动物

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生物基因宝库”的影

响力.在文化和旅游资源合理利用开发过程

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完善评估、考核和

责任追究等监督协调保障机制,加强对自然资

源和人文资源系统的普查、梳理与整合,形成动

态资料库,制定保护目标、对象、范围及具体措

施,将资源保护落到实处.积极探索低碳旅游

模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社会公众参与的资源保护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

机制,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严格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严格实施文化和

旅游建设发展规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
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

作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优化布局的作用,建设

项目选址要避让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
关法定规划和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坚持“管行

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环保”原则,把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开发

建设中,切实抓好项目开发、建设、经营中的环

境保护工作,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标准导则要求,开展建设项目环评

工作,确保文化和旅游项目在开工建设前获得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强

环境监管执法,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
(三)形成绿色开发方式

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绿色开发

理念,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循环利用为原

则,科学、合理开发文化和旅游资源,统筹兼顾

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在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坚持保护

优先、节约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制定详

细开发规划、构建合理开发体系,使文化和旅游

资源在合理利用的同时得到科学保护,努力实

现文化和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通过政策引领及技术优
化,减少资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高效
利用、循环利用,同时注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防止过度商业化.

(四)发展低碳旅游模式

积极倡导和发展低碳旅游、低碳生活方式,
在旅游开发建设中,树立低碳旅游开发意识和
观念,强化资源综合利用,推广低碳技术,发展
旅游循环经济,推进低碳生态旅游.鼓励游客
在游览中尽量采用低碳排放的游览车、自行车
或步行游玩等方式,引导游客遵守文明旅游行
为规范,爱护旅游资源和设施,自觉保护生态环
境,形成文明旅游习惯.引导乡村居民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生态利用型、
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乡村产业,倡导低碳生
活方式,营造低碳绿色、环境舒适、安全有序的
乡村旅居环境和氛围,实现主客共建共享的文
明和谐旅游环境.

(五)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云南

推进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建立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畅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美
丽云南.全面推进公园城市和生态家园建设,
争创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持续开展“美丽县城”、“美丽湖泊”、“美丽乡
村”建设,把县城建成公园城市,把乡村建成生
态家园,让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山川和人
居环境共生共荣,打造和谐美丽云南.充分发
挥生物多样性宝库优势,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旅游和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第十一章　强统筹,为规划

　 　 　 　实施提供保障

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省文化和
旅游发展全领域各方面,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形
成规划实施合力,推动目标任务落实,确保规划
顺利实施、落地见效.

一、形成规划实施合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有关部门要将文化和旅游工作置于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虑和把握,把旅游文化
产业发展置于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把
握新时代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切实履行发展文化和旅游的职责和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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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加强统筹协调推进,做
到组织到位、领导到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确
保本规划的顺利实施.

(二)形成规划实施合力

各级政府要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将本规划

的目标、主要任务、工作重点和建设项目具体分

解到各年度、有关部门,切实抓好本规划的落实

工作.有关部门要加强规划衔接,结合本部门

工作职责,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和重点,形成推动

规划实施的工作合力.各州、市要按照“３５１０２”
项目工作要求,重点策划３个百亿元大型文化

和旅游项目、５个５０亿元以上重点文化和旅游

项目、１０个２０亿元以上“专精特新”文化和旅

游项目,每个县、市、区策划２个１０亿元以上文

化和旅游新项目,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各地、有
关部门要及时发现、协调解决规划实施中的具

体问题,确保各项主要任务、重点工作、重大工

程项目顺利推进.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贯彻落实旅游高质量发展、纾困帮扶和恢

复发展等政策措施,为全省“六稳”、“六保”工作

作出积极贡献.
(一)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加大财政资金对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
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补短板、强弱项、增动能等

公共项目建设.加强地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

度,优化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结构,支
持符合条件的重大重点项目积极争取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

费、降成本等各项政策措施,结合“放管服”改革

和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从税、费、租等方面最大

限度惠及文化和旅游企业.强化财政与金融的

联动机制,通过专项贴息、担保费补助等财政措

施,放大财政资金引导效应.
(二)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

全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支持文

化和旅游发展的力度,鼓励文化和旅游企业通

过公司制优化股权结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上市挂牌融资,鼓励已上市挂牌的企业通过公

开增发、定向增发等方式开展再融资,积极开展

并购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文化和旅游企业.
加大债券市场对文化和旅游企业的支持力度,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企业通过发行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短期融

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方式扩大

融资.鼓励保险机构根据文化和旅游行业特

点,开发种类丰富的保险产品.鼓励在滇大型

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立文化和旅游

事业部,综合运用信贷、债券等各类融资工具,
为文化和旅游重大重点项目以及企业提供专业

化金融服务.
(三)加大建设用地支持力度

加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紧密衔接,积极将重大重点项目建设用地纳入

各级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切实落

实项目建设用地支持政策.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为引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加强

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加
强康养旅游、文旅融合、精品(半山)酒店等新业

态重大重点项目建设用地保障.支持采用点状

供地方式建设文化和旅游项目;支持各地充分

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垃圾场、废弃矿山、石漠

化土地开发文化和旅游项目;支持各地利用老

旧厂房、移民搬迁旧址开设文化和旅游消费场

所;支持结合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建设文化

和旅游消费中心项目.积极盘活农村集体土

地,支持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文

化和旅游项目,支持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
让结合方式供应项目建设用地.提高用地市场

配置,降低文化和旅游用地成本,提升用地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
(四)加大投资引导支持力度

各地要强化文化和旅游投融资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文化和旅游投资项目库和重点文化和

旅游企业项目融资需求库,明确项目立项、用地

保障、金融支持等扶持政策,实行项目建设动态

调整管理制度.举办线上线下投融资推介会,
吸引境内外大型投资集团、金融机构投资文化

和旅游重大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投资建设规模

大、具有引领带动、示范推动的文化和旅游项

目.鼓励民营经济实体及个人对文化和旅游项

目进行投资,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进行文化和

旅游项目开发建设、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和改造提升.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一)健全完善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部门协同机

制,推动文化和旅游部门向资源统筹、产业促

进、发展协调和服务监管转变,进一步完善省级

统筹制度、部门联动制度、重大工程和项目协调

推进制度,增强文化和旅游部门统筹协调能力.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便利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简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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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事项,优化文化和旅游项目审批流程,不断
提高文化和旅游部门行政管理效能.深化文化
和旅游统计制度改革,构建覆盖更全面、调查更
准确、核算更科学、服务更优质、保障更有力的
现代文化和旅游统计体系.

(二)深化企事业单位改革

深化国有文化和旅游企业改革,按照现代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求,推进国有大型文化和
旅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和混改
重组,着力培育一批综合型龙头企业.推动专
业性文化和旅游企业优化重组,做精做优一批
专业型骨干企业.创新中小微企业孵化平台,
做精做特一批中小微企业,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深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分类推
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继续推进经营性文化事
业单位转企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机构建立以理
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吸纳有关方
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增强公
共文化机构动力和活力.

(三)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发挥多元主体在资源整
合、人才供给、活动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
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引导地方政府创新
运营管理模式,推进文化产业园区、边境旅游试
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旅游度假区和旅游景区
(点)等健康发展.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一)重视人才培养引进

实施文化和旅游人才培养提升计划,制定
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文化
和旅游人才培养.深化校企合作,稳固联合培
养机制,开展一批创新型、示范性、订单式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项目,以紧缺急需的文化和旅游
专业人才培养为重点,加大文化创意、文化艺
术、康养度假、旅游演艺、电商直播及考古等重
点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着力培养拔尖人才,形
成国际化、标准化、本土化的高层次人才梯队.
完善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积极引进高层次文
化和旅游专业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借助教育
信息化、继续教育平台,提供线上线下文化和旅
游专业课程,强化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终身学
习观念,培养懂文化、懂旅游、懂品牌、会管理、
会营销的复合型人才.

(二)加强行业人才培训

建立健全文化和旅游系统人才培训体系,
借助院校教育资源,依托文化和旅游人才信息
库、网络学习平台等,推动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加强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对从业人员的在
职专业技能培训.实施“文旅系统万人培训计
划”,通过线上与线下、脱产与在职、理论与实践
培训相结合方式,对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进行
分类别、分层次培训,将党史教育、红色旅游、博
物旅游、研学旅行等内容列入培训课程设置,增
强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使命感,更好满足文化
和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文化和旅游人才培
训工作纳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计划,加强旅
游职业资格管理工作.

(三)积极推进智库建设

立足我省高等院校、研究院、企业、在线旅
行社等专家资源,引入国内国际高水平专家和
研究机构,加快建设打造云南文化和旅游智库
平台和智库联合体,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提供
智力支持.不断完善智库联合体机制,提升智
库运转动力和活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发挥智
库的科学与实用功能,提升文化和旅游智库的
综合影响力.积极发挥文化和旅游智库服务社
会功能,通过举办高端论坛、发布文化和旅游数
据及科研成果,提升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动力.

五、加强规划评估督导
(一)加强规划实施督导

各州、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规划要求,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对目标任务逐项
细化分解,对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确保本规
划各项目顺利推进.各地、有关部门要将本规
划任务纳入本地、本部门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动
态监测,定期通报各项目完成情况;建立重大重
点文化和旅游项目台账管理制度,健全“一对
一”跟踪服务和现场协调推进机制;定期开展专
项督导,及时跟踪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统筹协调
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

(二)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

组织实施本规划完成情况中期评估,分析
检查规划实施效果.根据中期评估进行纠偏分
析,及时调整和修订,明确本规划后续实施重点
任务和要求,保证本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三)实行规划实施效果激励

组织实施本规划年度评估、终期评估,全面
分析评估和客观评价本规划实施效果,强化评
估结果运用.对本规划年度、终期实施效果好
的州、市、县、区,给予相应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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