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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曲靖，50005000里珠江源頭第一大城，雲南省第二特大城里珠江源頭第一大城，雲南省第二特大城
市。當前，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不斷前行。市。當前，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不斷前行。

眼下的曲靖，正抓住雲南省建設眼下的曲靖，正抓住雲南省建設 「「橋頭堡橋頭堡」」 的有利時機，的有利時機，
結合自身巨大的資源稟賦，深度挖掘自身深厚的發展潛力，強結合自身巨大的資源稟賦，深度挖掘自身深厚的發展潛力，強
勢推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勢推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20112011年，全市生產總值突破千億元大關，城鎮居民人均年，全市生產總值突破千億元大關，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達可支配收入達184081840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50355035元……元…… 「「中中
國十佳宜居城市國十佳宜居城市」」 、、 「「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先進城市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先進城市」」 、、
「「中國發展代表城市中國發展代表城市」」 等諸多榮譽於一身的曲靖，已經開始蛻等諸多榮譽於一身的曲靖，已經開始蛻
變為雲南一座新的城市座標，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都市基地。變為雲南一座新的城市座標，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都市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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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是供港澳最大的蔬菜基地曲靖市是供港澳最大的蔬菜基地

珠江源頭第一城珠江源頭第一城
大城崛起大城崛起

——

資源稟賦醞釀滇中寶地
曲靖位於雲南省東北部，東與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毗鄰，南與文山

州、紅河州接壤，西與昆明市、東川區連接，北靠昭通市和貴州畢節地區。素
有 「滇黔鎖鑰」、 「雲南咽喉」之稱的曲靖自秦漢時起就一直是雲南的政治、
經濟、文化中心之一。作為5000里珠江源頭和爨文化發祥地，曲靖歷史悠久、
文化厚重、物阜民豐、山川秀美、交通便捷。其區位優勢、文化地位、資源稟
賦在雲南境內名列前茅。

曲靖境內能源和礦產資源豐富，煤炭遠景儲量達300億噸，佔全省總儲量
的56%；鉛鋅及稀有金屬保有量360萬噸，遠景儲量800萬噸，居全省第二位。

作為國家 「三線」建設和工業布局的重點地區，曲靖現已經形成以特色農
業、能源、煙草、化工、冶金、裝備製造、輕工建材、生物資源為支柱的產業
基礎。曲靖目前已經形成了產值超500億元的煤、煤化工、黑色金屬、有色金
屬4個產業，湧現出了馳宏鋅鍺、雲維集團、越鋼集團、滇東能源等一批有影
響、有實力的龍頭骨幹企業。

交通方面，雲南第一條高速公路，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電氣化鐵路，第一
條城際列車線路都誕生於曲靖。未來時速350KM的滬昆高鐵也將經過曲靖。全
市境內有貴昆、南昆，內昆等鐵路幹支線穿境而過，距昆明長水國際機場僅有
80多公里，可謂四通八達，方便快捷。

2010年，國務院下文批准曲靖開發區升級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定名
為 「曲靖經濟技術開發區」，實行現行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政策，為曲靖
的後勁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公里，城鎮人口 225
萬人。中心城區建成
區達 56 平方公里、60
萬人，城鎮化水平達
66%。

同時，在國家把雲南
省打造成為 「面向西南開
放的重要橋頭堡」戰略中，
曲靖是 「滇中城市群」的重
要參與者，《滇中城市群規
劃》對曲靖都市區發展的定位
是：橋頭堡建設的重要產業基
地、能源基地，雲南省交通樞紐
和物流中心，滇中城市群次中心。
《規劃》確定，曲靖與昆明共同形
成滇中城市群的龍頭。這就意味
着，曲靖這座百萬人口大城，已成為
雲南經濟領軍者。為此，曲靖市委、
市政府進一步謀劃着大城夢想的藍圖：

以曲靖、沾益、馬龍中心城區為
核心，曲靖都市區涵蓋周邊陸良、富
源等中心城區及部分城鎮。曲靖都市
區將加快煤電及新能源基地、重化工
基地、有色金屬及新材料基地和省內
交通樞紐、物流中心建設，並逐步培
育機械製造、生物資源開發、高新技術
產業，打造雲南現代工業基地，發揮對滇
東地區的帶動作用。

民生建設締造幸福曲靖
曲靖市轄麒麟區和沾益、馬龍、富源、羅平、師

宗、陸良、會澤 7 縣，代管宣威市， 「2011 年，曲靖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 18408 元，同比增 15.5%；
農民人均純收入達 5035 元，同比增 21.9%。」這樣的資
料說明什麼呢？說明曲靖市的城鄉民眾經濟收入有了大幅
提高，隨之而來的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美滿的幸福生活。

自曲靖市啟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
老保險試點工作以來，全市共有 56.96 萬人按月足額領取不
低於60元的養老金，農村老年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從無到有，
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工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越來越大，工業經濟對
社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突出。」這是曲靖經濟發展的一
大特色。

「十一五」期間，曲靖堅持 「工業強市」發展戰
略，新型工業化發展進程明顯加快，現已建成西南重
要的能源基地及輕型卡車基地、雲南省最大的煤化工
基地和重要的食品生產加工基地，初步形成了煙
草、電力、煤炭、化工、冶金、建材、機械汽車、
光電子、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工業體系。其間，
曲靖改造提升能源、煙草、化工、冶金、建材等
傳統優勢產業，以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同時
大力發展食品加工、服裝、電子通信等輕工
業，調整工業結構。還重點培育新能源、新
材料、裝備製造業、生物製藥等新興產業，
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循環經濟。

據 悉 ， 曲 靖 全
市工業累計完成投資

1003.8 億元，佔全
社會固定資產投
資 的 43.3% ， 其
中技術改造累計

香港是一個靠外部供給蔬菜的城市，雲南、河南、海南、
廣西、江西等省份是內地供港蔬菜的主要基地，其中雲南是香
港最大的蔬菜供給源地，每年向香港供應60萬噸以上的蔬菜，
香港市場上三分之一的蔬菜都來自這個氣候獨特、生態優良的
省份。而有着 「滇中糧倉」美譽的曲靖就是雲南向港澳地區蔬
菜供應的主要基地，擁有無公害蔬菜基地近50萬畝。

多措並舉壯大供港蔬菜基地
近年來，曲靖市加快發展高原特色農業，為了打好 「香港

蔬菜特供基地」這張名片，曲靖市根據市場規律及農戶意願，
建立了以 「企業+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在曲靖市麒麟區、
陸良、馬龍、沾益等多個縣區打造出數萬畝供港蔬菜基地。

為了推進曲靖市供港蔬菜基地的建設和發展，確保供港蔬菜達到無公標準，曲靖
市每年安排數百萬元扶持蔬菜產業發展，重點用於蔬菜新品種的引進試驗示範和推
廣、技術培訓、無公害蔬菜產地建設等方面。據悉，曲靖大力推進標準化生產，已建
成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50萬畝，並配套進行產品認證大力推廣應用無公害生產技術
操作規程；菜農普遍掌握無公害蔬菜生產技術，從源頭上解決蔬菜的有害殘留問題。

在曲靖各地打造 「香港蔬菜特供基地」這張名片
時，他們以發展設施栽培蔬菜、露地蔬菜、反季節名特
優蔬菜生產為重點，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調整生產區域
布局，優化種植結構，突出專業化、無害化生產，發展貯
藏加工，完善市場與流通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蔬菜產品市場
競爭力，創名優品牌產品，建設可持續發展現代蔬菜產業。

蔬菜入港須經五道關卡
據悉，雲南的新鮮蔬菜從產地到香港市民的餐桌上，需要

經過五道關卡的嚴格檢測，分別是基地自檢、市場速檢、上機精
檢、深圳檢驗檢疫局監督及香港當地檢測才能進入香港市場。其
中，供港蔬菜的品質由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把關，檢驗標準按照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採用的農殘標準。
作為供港蔬菜備案基地，曲靖蔬菜基地每年的農藥使用情況都必須向檢驗檢疫部門通報，

接受監督。每一季度，基地都將按照內地及香港地區的有關標準，對土壤、空氣和水源進行抽
樣檢測，檢測結果達標，方可生產經營。從種植到施肥，從採摘到包裝，從檢驗到運輸，經歷數
十道 「品質關」後，曲靖的特供蔬菜才能抵達香港市民的餐桌。

經濟發展鑄就大城夢想
2005 年至 2007 年，曲靖連續 3 年被香港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評為

「中國十佳宜居城市」之一。2008年，曲靖中心城區榮獲省級文明城市，2009
年榮獲 「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先進城市」。2009年成為全省唯一入選全國60
個 「城市發展代表」的城市。近年來，曲靖的發展更加令人矚目。

資料說話，2011年，曲靖GDP總量、地方財政收入均居雲南省第2位。其
市內生產總值達1209.9億元，同比增13.1%；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達88.3億
元，同比增21.9%；固定資產投資達877.7億元，同比增25.1%；全市城鎮化水
平達38%，超過雲南省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縣城以上建成區面積達185平方

完成投資715.5億元。
2011年，曲靖全力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工業經濟

保持了穩定增長，實現了全年工業總產值1500億元新台
階，達到 1523.95 億元，工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進
一步提高、品牌建設不斷加快，現已擁有中國名牌產品
1個，雲南省名牌產品23個。全市認定高新技術企業達
13 家，其中高新技術產品銷售收入達 70 億元。另外，
還有一大批重大產業調整項目相繼建成和開工，可以
說，曲靖工業發展已躍到一個新的發展起點。

「到 2015 年，曲靖市工業總產值確保達到 3500 億
元，年均增速達到22.6%；工業增加值確保達到1120億
元，年均增速達到19%。」這是曲靖市工業發展的總體
規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曲靖市已從立足各地資源、
技術、市場、人才等優勢，圍繞食品、冶金、建材、服
裝紡織、機械、節能環保等產業，大力發展優勢產業、
特色產品。圍繞電力煤炭、冶金、煤炭、化工、煙草、
機械製造、生物資源、建材、新材料以及其他輕工業十
大產業鏈，大力發展配套產業。

同時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
化，加快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提升產業發展層次
和水平；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國內外有實力的企業
進駐。加快培育生物醫藥、光電子、新材料、新能源、
高端裝備製造和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大力發展循環經
濟，增強工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曲靖市還連續 8 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由
2002年的平均614元提高到1630元；連續6年提高失業保險金平
均標準，2011年已提高至月人均488元。據資料顯示，曲靖市各
類社會保險參保人數達424.41萬人次。

2008 年，曲靖率先在全省啟動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圍
繞 「百萬安全校舍、百年工程為民」理念，舉全市之力，用
兩年時間完成100萬平方米中小學重大安全隱患校舍拆除重
建的目標任務。截至目前，曲靖市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各
種新（重）建項目累計開工 2025 個，面積 1849819 平方
米。全市校安工程各類項目總投資 225437.86 萬元，其中
校安工程專項資金累計到位176220.57萬元。

2009年，曲靖市在雲南全省率先實行100種基本藥物零
加成試點工作。邁出了公立醫院基本藥物零加成補償機制改
革的關鍵一步。實可以說，現在的曲靖，社會保障體系不斷
完善，就醫、就學、就業難題不斷破解……曲靖人民正搭上這
輛 「幸福快車」，享受着生活中滿滿的喜悅的同時正期許着更和諧
美好的未來。

工業工業助推曲靖經濟騰飛助推曲靖經濟騰飛

曲靖曲靖 香港蔬菜特供基地香港蔬菜特供基地

曲靖是雲南的農業大市，素有 「滇東糧倉」
的美譽。近年來，更是成為香港新鮮蔬菜的特供
基地，曲靖市也一直把農業被作為 「富民強市」
的基礎性產業。在穩定糧食種植面積的基礎上，
不斷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步伐，快速推進現代農
業建設。

特別是省第九次黨代會以來，曲靖按照 「高
原農業特色化、特色產業規模化、規模產業工業
化」的發展思路，加快發展高原特色農業，全市
農業發展呈現速度逐步加快、品質不斷提升、特
色逐步彰顯的良好局面。2011 年，曲靖農業增加
值達 225.8 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 5000 元大

關，達5035元，同比增21.9%。
現在，糧油、烤煙、畜牧3大傳統產業，蔬菜、花卉、

魔芋、蠶桑、水產 5 大優勢產業，以泡核桃為主的木本油
料、中藥材兩大新興產業等高原特色農業，已成為曲靖一
道最亮麗的風景線。

發展高原特色農業是地區優勢選擇的結果，也是曲靖
農業發展道路選擇的必然。經過多年的發展，素有 「軟
黃金」之稱的萬壽菊如今已成為曲靖珠江源大地帶動農
民增收的一大產業。目前曲靖企業生產的萬壽菊葉黃
素和萬壽菊油膏產量分別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全國
的二分之一。

曲靖還不斷創新組織領導機制、投入機制、農
民合作組織發展機制、農產品流通機制等，建立一
系列充滿活力、富有效率的體制機制，保障和促
進了高原特色農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架起
了農民與市場、與龍頭企業有效連接的橋樑。

高原特色農業高原特色農業成曲靖名牌成曲靖名牌

▲▲高原特色農高原特色農
業產業萬壽菊業產業萬壽菊

▲▲曲靖工業上山曲靖工業上山

◀◀曲靖市是雲南曲靖市是雲南
最大的工業城市最大的工業城市

▼▼暢通便捷的交通暢通便捷的交通

▲▲高原特色農業，機械化收割高原特色農業，機械化收割

▲▲曲靖市一瞥曲靖市一瞥

▶▶曲靖城的標誌曲靖城的標誌
和象徵和象徵——麒麟麒麟
仙女雕塑仙女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