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昆明市概况 
  

昆明，别称春城，云南省省会，是全省唯一一个特大城市、

滇中城市群中心城市、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我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前沿支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亲临昆明，要求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

民族团结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为云南明确了新定位、赋予了新使命。 

昆明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 2400 多年的建城史，

早在 3 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滇池周围生息繁衍，是“滇文化”的诞

生地，明代大航海家郑和、明代医药家兰茂、清代书画家钱沣、

国歌创作者聂耳等历史名人辈出，古滇国文化、部落文化、中原

文化、巫楚文化、南亚东南亚文化、25 个少数民族文化、抗战文

化交汇融合，拥有独具特色的人文魅力。 

昆明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门户，是全国唯一一座有“边境

线”的省会城市，具有东连沿海、北进中原、南通越缅老、西达

孟印巴的独特区位，位于东盟“10+1”自贸区经济圈、大湄公河

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是中国



从陆上连接南亚东南亚各个国家最便利的省会城市。中国—老挝

铁路正式开通，标志着昆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的陆路大通道重要

枢纽。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昆磨经合区等对

外开放平台和政策在昆叠加，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双向

开放优势日益凸显。 

昆明是世界著名春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气

候宜人，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水能资源，是一个

半城山水半城花、五百里滇池奔眼底的好山好水好地方，“春城

绿”“昆明蓝”“四季花”成为昆明最靓丽的名片。《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成功举办，以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科技创新能

力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已成为昆明最具竞争力的品牌和优势。 

近年来，昆明经济社会保持稳步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生产总值连续迈过 5000 亿元、6000 亿元、7000 亿元 3 个台阶，

人均GDP达 8.52 万元，经济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及省会城市位中

的位次不断进位。2021 年，昆明市统筹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健康运行。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222.5 亿元，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和西部省会城市中分别排第

13 位和第 3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9.1 亿元，同比增长 5.9%；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9.4%和 10.1%，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10.3%；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53.6%，增幅在全

国 27 个省会城市中排第 3 位。 



一、历史沿革 

昆明作为地名,源于居住在今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个

古代少数民族部落——昆明,也作“昆弥”“昆 ”, 早在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西自同师以东, 北至叶榆,名为嶲

(xī)、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的记载。公元 765 年,南诏国筑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始。大理国

时称鄯阐城。1276 年,今昆明设中庆城,为省会,成为云南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曾作为滇国的中心、

南诏国和大理国五百多年的副都、明末永历政权的“滇都”、支

撑抗战的重要基地和抗战决胜的桥头堡、闻名世界的“民主堡

垒”。1928 年,成立昆明市政府。 

二、行政区划 

昆明现辖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东川、晋宁 7 个

区，富民县、宜良县、嵩明县 3 个县，石林彝族自治县、禄劝彝

族苗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3 个自治县，安宁 1 个县级

市。截止 2021 年末，全市共有乡镇 58 个（含 4 个民族乡）、街

道 81 个。 

三、地理资源 

昆明位于云南省中部地区，东经 102°10′至 103°40′，

北纬 24°23′至 26°33′。南北长 237.5 公里，东西宽 152 公

里，总面积约 21012.54 平方公里。是云南省的省会，西南地区

的中心城市之一。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南欧、非



洲的前沿和门户，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

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 

地形地貌 

市域地处云贵高原，总体地势北部高，南部低，由北向南呈

阶梯状逐渐降低。中部隆起，东西两侧较低。以湖盆岩溶高原地

貌形态为主，红色山原地貌次之。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500～2800

米之间。城区坐落在滇池坝子，海拔 1891 米，三面环山，南濒

滇池，湖、山、石、洞、泉、瀑布交相辉映。 

气候特征 

昆明属北纬低纬度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日照长、霜

期短、年平均气温 15℃，年均日照 2200 小时左右，无霜期 240

天以上，年均降水约 1000 毫米。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四季如春，气候宜人，鲜花常年开放，草木四季常青，有独

具特色的花卉、古树、园林名胜，是著名的“春城”、“花城”，

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理想之地。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矿藏资源主要有磷、盐、铁、钛、煤、石英砂、

粘土、硅石、铜等，以磷、盐矿最为丰富。磷矿探明储量 22.77

亿吨，昆阳磷矿为全国三大磷矿之一；岩盐储量 12.22 亿吨；芒

硝储量 19.08 亿吨；东川是我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地热资源分

布较广，出露的温泉有 50 多处。 



植物资源：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温带针

叶林、高山灌丛和草甸等 9 个植被类型，20 个植被亚型，56 个

群系，118 个群丛。 

水资源：市域界于金沙江、南盘江和元江的分水岭地带，河

流分属长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有滇池、阳宗海等高原淡水

湖泊及众多大小河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62.02 亿立方米。 

农业资源：昆明属高原红壤地区，主要有红壤土、紫色土和

水稻土 3 种。全市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约 39.8 万公顷，是亚洲最

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云南省绿色食品重要的产业基地。其中，

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油

菜、甘蔗、生麻、烟叶、蔬菜、瓜果等，肉牛、羊等畜禽养殖业

发达，高原特色农产品丰富，是全国“南菜北运”“西菜东调”

外销蔬菜优势生产区。2021 年，全市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产

品 1135 个，位居全省第一，其中地理标志农产品 11 个。 

四、人口民族 

截止 2021 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850.2 万人，居西部省会

城市第 3 位，其中，城镇人口 684.41 万人，城镇化率 80.5%；城

市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 538.89 万人，迈入特大城市行列。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昆明是辖民族自治地方最多、世居少数

民族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位居第二的城市，是全国首个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市的省会城市。有 54 种民族成份（56 种民族成分

中无塔吉克族和塔塔尔族），彝族、回族、白族、苗族、傈僳族、



壮族、哈尼族、傣族、布依族 9 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全市有 3

个自治县，4 个民族乡，343 个少数民族聚居行政村。文物古迹、

风土人情独具特色，极富魅力。截止 2021 年底，少数民族户籍

人口 97 万人。 

五、要素保障 

昆明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有力。截止 2021 年底，有

自来水厂（14）座，日供水能力 121.50 万立方米。已建成发电

站160座，发电装机1463.6万千瓦，现有500KV变电站7座、220KV

变电站 25 座。城市建成区实现燃气管网全覆盖。累计建成 5G基

站近 20948 个，基本覆盖昆明市主城区和各县（市）区主要区域

及重点工业园区。 

  

 

 

 
 

 
 

 
 

 
 

 

 



附件 2 

  

昆明市各县（市）区功能定位及发展方向 
  

■城市功能核心区 

五华区 

功能定位：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科教创新先行区、现代服

务业引领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紧扣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围 

绕打造中国西部最具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之都和建设区域性

国际中心城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深度开发文化资源，依托环翠

湖历史街区、昆明老街、南强街等载体，做好经济与文化融合示

范，拓展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发挥科技资源优势，鼓励引导企

业、高校院所等主体自主创新，形成区块链、科技研发聚集区，

打造国内领先、辐射南亚东南亚、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教创

新高地。发挥楼宇经济、科教资源、人文底蕴等优势，大力发展

商务服务、数字经济、研发设计、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现代服

务业，着力提升服务业整体功能、集聚效应和能级水平，为全市

现代服务业发展做出引领示范。 

  

盘龙区 

功能定位：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生命科技创新区、现代服务业



示范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承担落实好维护城市饮水安全的重大责

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以松华坝为重点的水源地

生态文明建设，加大水环境综合治理，确保水源区“生态修复、

生态治理、生态保护”防线稳固。依托辖区众多国家和省、市级

科研机构，大力开展生命科学、生物科技等领域科研攻关，加快

茨坝生物科技小镇建设，打造昆明生命科技创新区。围绕昆明建

设“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以大力发展楼宇总部经济为重

要抓手，推进金融保险、商贸服务、生物科技、电子信息、文化

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和培育一批专业型、主题型、地标

型的商贸综合体和中央商务区，成为昆明现代商务功能最为集中

的示范引领地。 

  

官渡区 

功能定位：昆明城市新中心、综合枢纽重要承载区、开放发

展引领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大力发展都市经济、总部经济，推动数字

经济与商贸物流、会展服务、高端制造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促

进产业、金融、科技、文化、人才、信息等要素汇聚，体现官渡

在昆明城市发展建设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当好城市经济的新标

杆，努力打造昆明城市新中心。充分发挥航空、铁路、物流等交

通枢纽和物流枢纽、通信枢纽优势，加快打造国际航空大都市核



心区，大力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和现代物流产业园建设，加快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昆明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综合枢纽提

供重要支撑。以开放型经济为引领，以“自贸区昆明片区、空港

经济片区、会展中心片区”三大载体为依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商贸服务、会展经济、临空经济等产业，加快形成以贸易平台、

航空枢纽、会议展览为重要支撑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成为

全市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和领头羊。 

西山区 

功能定位：云南政治中心服务承载区、山水都市品质区、现

代服务业活力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承载好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等省级重要

机关办公驻地的服务功能，更加突出政治中心的服务保障，营造

优良的政务环境、城市环境，成为展示云南省会形象的重要窗口。

依托“山水相依、景城一体”的自然资源禀赋，重点做好滇池草

海和滇池西岸的统一规划建设管理，通过加强生态建设、创新生

态运营、引导生态消费、优化生态发展，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和

谐发展的新模式，打造山水品质都市。加快推进大健康、商贸流

通、服务贸易、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培育打造一批

契合都市经济潮流的新业态、新经济，推动服务业、工业、农业

向现代化、都市型转型，打造更具活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呈贡区 

功能定位：春城花都展示区、现代科教创新城。 



发展方向与重点：紧扣昆明打造“世界春城花都”品牌，高

品质建设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依托斗南花市品牌效应和市场优

势，壮大花卉产业、打响花卉品牌，全力打造世界春城花都展示

窗口、中国一流特色花卉小镇。依托高校科技、人才、创新资源

集中的比较优势，加快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全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云南省信

息产业发展高地。紧扣昆明打造“中国健康之城”品牌，着力推

动生物医药、康体养生等大健康产业发展，建设昆明绿色健康生

态宜居的新城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晋宁区 

功能定位：国际康养旅游示范区、古滇历史文化风貌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紧抓晋宁建设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的重

大机遇，积极引进医疗健康、康体养生、养老服务等大健康产业

项目，打造成为国际化旅游康养产业的示范区。调整优化工业结

构，加快延伸产业链，激发传统产业新优势，推动制造业与服务

业融合。以花卉产业为抓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打好“古滇文化”“郑和文化”两张牌，加快历

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升级，成为

古滇历史文化的风貌展示区；着力提升环滇池南岸生态环境基

底，持续开展滇池、湿地、河道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区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实现山、水、城、湖和谐共生。 

安宁市 

功能定位：新型城市化先导区、昆明现代工业基地。 

发展方向与重点：以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

机，强化新型城市化主导战略地位，推动新型城市化与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公共服务融合并进，增强城市的

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的功能优化度、要素集聚度和环境宜居

度，为全市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先行先试做出示范。立足

工业基础和优势，加快工业经济提质扩量，重点改造提升钢铁、

磷化工、盐化工等传统产业；育石油炼化、装备制造、新材料等

支柱产业，打造产值超千亿元重点省级工业园区和国家级新型化

工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昆明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脊梁。 

富民县 

功能定位：山水园林卫星城、休闲康养目的地。 

发展方向与重点：充分发挥临近主城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服

务和融入主城发展，强化基础设施，提升城乡品质，聚力产业培

育，加强生态保护，积极发展以康养休闲为重点的消费服务业，

树立“近郊消费中心”“螳川花园城市”型品牌，打造昆明“最

美后花园”。主动融入昆明打造“中国健康之城”发展战略，重

点围绕健康农业、农旅融合、养老养生等领域，加快推进一批特

色示范基地建设。 

宜良县 



功能定位：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健康产业拓展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聚焦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城镇发展布局，

提升城镇规模和功能品质，大力推进文化旅游小镇、康养休闲小

镇等特色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全市高质量推 

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示范引领。立足自然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

基础，加快推进生态农业、绿色食品、花卉苗木、文化旅游、康

养休闲等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一批特色健康产业示范项目，为做

大做强昆明健康产业提供重要承载和有力支撑。 

嵩明县 

功能定位：产城融合示范区、现代制造业基地。 

发展方向与重点：依托现有产业发展基础和园区建设，在促

进产业集聚的同时，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原则，科学规划和调整空间发展布局，统筹推

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人口集聚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全力

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昆明东部宜居宜业新城。适应产业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新要求，夯实产业基础，加快产业聚集，重点

围绕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新材料、航空服

务、现代物流等产业，培育一批现代新兴产业集群，打造成为全

市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石林县 

功能定位：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现代特色农业基地。 



发展方向与重点：围绕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大力

推进“全景石林、全域旅游”，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积极推进高

原特色农业、生态工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推动旅游从观光游向

休闲度假游、旅居康养游转变，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示范区建

设。坚持稳定粮烟、提质果蔬、壮大花卉、提优畜禽，以人参果

产业为突破，推动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推动农产品向专业

化、特色化、绿色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开放型旅游观光

农业，打造成为全市现代特色农业基地。 

  

■城市生态涵养区 

东川区 

功能定位：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长江上游生态修复

示范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按照生态化、绿色化、循环化要求，加快

推动铜、磷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循环经济、

文化旅游等产业，拓展发展新路径，重塑发展新动能，打赢资源

枯竭型城市转型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林业生态建设持久战，全面提升生态文

明建设水平，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禄劝县 

功能定位：生态涵养示范区、特色农旅创新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严格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环境综合整治，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为全市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和

地理气候条件，积极发展以高端精品水果、特色品质坚果、高原

绿色禽牧、原生态中药材等为主的高原特色农业，强化科技创新，

稳步推进康体旅游、体验探险与休闲农业、特色农业、智慧农业

的融合发展，努力打造昆明特色突出的农旅融合创新区。 

寻甸县 

功能定位：乡村振兴示范区、绿色产业示范区。 

发展方向与重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美丽升

级、振兴乡村产业，激发农村活力”为重要举措，统筹产业发展、

生态建设、乡风文明和社会治理，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打造昆明乡村振兴样板区。坚持以生态为

底色，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发展绿色化，加快发展生态农业、

绿色食品、新型建材、绿色能源、绿色化工等绿色产业发展，着

力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融共赢的绿色产业发展新格局。 
 

 
 

 
 

 
 

 
 



附件 3 

  

视听日历：你好昆明 
 

 

链接：

https://share.kunmingbc.com/wjkm/index.shtml?share=true 

 

 

 
 

 
 



春城文脉 打卡昆明特色文化空间 
 

链接：

https://dssbh5.i-km.com.cn/home_page/#/listindex?spe_id

=213 

 

 

 
 

 
 

 
 



向往的春城 
链接：

https://m.kmzscc.com/zsccv8//detail-topic.html?spe_id=1

419 

 

 
 

 
 

 
 

 
 



云南十二时辰 
 

链接：https://dssbh5.i-km.com.cn/art-2464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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