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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呈贡区云上小镇招商项目

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 云上小镇

2.所属产业

（1）第二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第三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第三产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3.建设地点 云上小镇

4.建设内容

云上小镇占地 237亩，建筑面积 30.5万平方米，定

位为云南省双创发展高地，共分三期进行建设。其中一

期、二期已建好，现有 11栋建筑，共计 10.5万平方米，

拟建三期，共计 20万平方米。

云上小镇以“双创示范引领、信息产业支点、文化创

意交流”为定位功能，以打造云南省一流特色示范小镇、

建设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建成云南创新发展新高地定

位目标。深入实施省委“云上云”行动计划，通过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争当云南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项目实施背

景 1.建设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

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

〔2011〕11号）。

2.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实施“双创”行动计划，

鼓励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

开放式服务平台，打造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和城市。
云南省“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创业孵化”、“实

施科技成果入滇落地转化、产学研结合推进成果转化、

提升园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工程”、“打造互联网创

新应用空间，构建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

资项结合的信息技术、应用、产业生态”。

昆明呈贡信息产业园是市委、市政府规划的重大产

业园区和产业培育提升计划的重点培育产业园区。

云上小镇作为呈贡信息产业园区“一园三区一小镇”

中的小镇，以信息产业作为双创主导产业，秉承信息产

业的孵化前沿，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区块链、软件信息服务及智能制造等产业，为

信息产业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

云上小镇的建设是呈贡区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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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聚集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实现小空间大聚集、

小平台大产业、小载体大创新；有利于推动资源整合、

项目整合、产业融合、加快推进产业聚集、产业创新和

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本项目的实施将为众

多创业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

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有利于带动创业就业，

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有利于加速融入区域经济、

构建区域合作示范、示例区域经济开发区品牌的重要切

入点；依托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科技信息研

发，科技成果转化为支撑的高端产业，助推全市创业创

新，经济转型发展；打造云南省双创示范窗口、创建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树立国际创客品牌。

3.云上小镇一期、二期建设改造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并已完成建设，三期目前正在规划建设，已编制《可行

性研究报告》，等待报批。

2.产业政策

1.国家“十三五”规划；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

3.《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

头堡的意见》（国发〔2011〕11号）；

4.云南省“十三五”规划；

5.《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进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的实施意见》；

6.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呈贡信息产业园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昆政发〔2016〕69号）

7.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额若

干政策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8.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呈政发〔2018〕14号；

9.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呈政发〔2017〕17号）；

10.《呈贡区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呈办通〔2019〕87号）。

项目建设方

案

1.建设周期 6年（2016年-2022年）

2.投资强度

1.投资估算：一期建设（已完成）：1825万元
二期建设（已完成）：8155.38万元
三期建设（计划中）：13.67亿元

2.筹措方式：一期、二期：政府拨款

三期：专项债、政府拨付各占 50%

3.项目业态

设计

1.项目定位：

云上小镇以“双创示范引领、信息产业支点、文化创意交

流”为定位功能，以打造云南省一流特色示范小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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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建成云南创新发展新高地定位目

标。深入实施省委“云上云”行动计划，通过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争当云南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2.项目布局：

以 2栋一楼、3栋西北角及 11栋一楼生产车间为中心，

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重点引进智能制造类企业。

以 3栋为中心，打造智慧城市产业集群，重点引进智慧

城市、VR/AR、智能交互、三维建模等产业。

以 5栋为中心，打造云南省软件信息产业园，通过华为

及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形成软件开发及信息服务业集群，

重点引软件开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

以 8栋为中心，9栋和 10栋工位区为两翼，作为创客孵

化区的核心，为初创团队、小微企业提供拎包式入驻服

务。

以 10栋为中心，打造知识产权大楼，依托汇桔网全面推

进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建设，重点引进研发类企业。

以 11栋一、三层为中心，基于云上云国际双创特色街区，

打造电商产业集群，重点引进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网

红经济、动漫设计等产业。

以 9栋、6栋为中心，作为产业培育区的核心，重点安排

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优质企业、高成长性企业或者重点项

目进驻。

项目优势

1.春·城

云上小镇位于四季如春的昆明，这是一座处于黄金北纬 25°的城市，年均气温

16.5℃，无霜期 278 天，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8%，

是名副其实的洗肺天堂、躲霾胜地。

2.通·达

地铁 1 号线、4 号线、9 号线穿城而过，将昆明新老城区融为一体；1 号线大学

城站、谊康南路站位于小镇南北两端。雨花公交枢纽站靠近小镇；距昆明高铁南

站仅 3 公里，距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仅 25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3.集·群

云上小镇通过引进谷歌带入其渠道资源，通过引进启明星辰导入网络安全体系，

通过引入华为带入软件开发云业态，通过引入优必选带入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

链……通过国内外知名信息技术企业的引入，使得优秀企业强势聚集，为新创企

业树立标杆引领, 打造产业核心圈。

4.汇·国

从地理位置看，云南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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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也可由此通过中东连接欧洲、非

洲。作为省会城市以及拉动云南省经济发展的主力，昆明在云南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战略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排头兵，是云南人才资源、

经济资源、投资环境等优势的集合地，具有先发优势和聚集效应。

国家全面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后，昆明不再局限于旅游城市，更成为了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不断深化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

国、各地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努力促进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

5.璞·惠

云上小镇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为了扶持双创发展，降低创业成本，昆

明市政府、呈贡区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了 69 号文、86 号文等文件支持小镇的发展，

采用办公场地补贴、电费扶持、税收奖补、知识产权、人才落地、孵化奖励等多

种手段对入驻企业进行扶持。

6.齐·配

食在小镇——云上小镇配有清真回族食堂、双创食堂食堂提供基本中式快餐；周

边西式快餐品种多样，如墨西哥餐厅、麦当劳；仕林街小吃街餐饮应有尽有；周

边民族特色饮食勾人食欲，满足企业员工餐饮需求。

住在周边——云上小镇附近居民住宅楼盘较多，如：雨花毓秀，书香大地、涌鑫

哈弗中心、沐春园、蓝光天骄城、第七街区等，房屋租金价格在昆明处于中等水

平，企业员工租房成本较低。

人才资源丰富——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 10 所高校、20 万

师生聚集呈贡。小镇位于大学城中间区域，目前园区已与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

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 10 所高校院所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为高校

学生实习、创业就业的基地。高校师生将会在服务园区发展方面发挥特殊重要的

作用，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一站式”服务——提供一站式保姆服务，提供专业的工商咨询、税务办理、知

识产权申报、法务支持、政策咨询、投融资对接、创业活动服务、技术研讨会、

法律、财务、人力资源等培训服务。

项目资源
地块属性、
现 状 及 出
让成本

1. 地块属性：商业/商务兼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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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成本 企业管理人员：5000--15000元/月
技术人员：4500--10000元/月
普通人员：2500--5000元/月

项目配套

条件

1.项目产业配套情况

云上小镇以信息产业作为双

创主导产业，秉承信息产业的孵化

前沿，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软件

信息服务及智能制造等产业，为信

息产业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经济。

云上小镇通过引进谷歌带入

其渠道资源，通过引进启明星辰导

入网络安全体系，通过引入华为带

入软件开发云业态，通过引入优必

选带入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链等

通过国内外知名信息技术企业的

引入，使得优秀企业强势聚集，为

新创企业树立标杆引领, 打造产

业核心圈。

2.项目前期准备情况（根据实有条

件填写）

（1）产业规划是否具备：已具备；
（2）是否完成可行性研究：已完
成；
（3）项目所需用地相关手续是否
完备：已完备租赁手续；
（4）拟合作的项目是否拥有某项
技术和产品专利认证：拥有；
（5）项目环评条件：已完成环评；



— 6 —

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昆明市呈贡区

项目政策保

障

营 商 环 境
优化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政 府 公 信
力保障

1.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呈贡信息产业园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昆政发〔2016〕69号）；
2.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3.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入驻，园区根据“一事一议”、“一

企一策”的原则，由园区研究确定扶持限额。

省/市/区县/
园 区 等 企
业 投 资 可
享 受 的 各
级 财 税 优
惠政策

（1）办公场地保障政策

1.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资委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

于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的通知

（云财资〔2020〕1 号）

2.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2）资金扶持政策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3）税收减免政策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4）财政奖补政策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5）人才引进政策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呈贡信息产业园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昆政发〔2016〕69 号）

2.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云上小镇发展的额若干政

策措施（试行）（呈政发〔2017〕86 号）

3.《呈贡区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呈办通〔2019〕87 号）

4.关于印发《呈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建设大学生

实习实训基地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呈人社通〔2020〕36 号）

（6）“一事一议”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呈贡信息产业园发展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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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昆政发〔2016〕69 号）

（7）其他优惠政策

关于印发《昆明呈贡信息产业园区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呈办发〔2020〕1 号）

合作方式

创业创新团队或企业入驻云上小镇，由云南云上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所提供办公场地，企业或团队需在云上小镇内登记注册独立法

人及独立核算、从事信息产业及为信息产业提供配套服务、依法在云

上小镇所在地纳税的企业。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云南云上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金玉磊
联系电话：13368855525
电子邮箱：jyl@ysydsj.com

联系单位：呈贡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项目联系人：陈研
联系电话：67490511
传真：67490511
电子邮箱：cgqjtj2013@126.com

mailto:jyl@ysydsj.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