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社会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省社会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注册资本 45 亿元。公司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依

法注册登记的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

投集团”）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公司定位为云南省教

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融、

建、管”集中专业化运作平台。 

目前，公司作为云南省教育卫生补短板项目新的承接

主体，将继续推动云南省教育卫生补短板项目实施；同时，

公司将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云投集团决策部署，加快推

进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

工程项目。未来，公司将充分依托云投集团投融资和资源

整合优势，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投资云南省社会事业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夯实云投集团作为云南省委省政

府重要“投资主体、融资平台、经营实体”功能，建立与

政府、金融机构等良好关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

国有企业影响力。 

 

 

 

 

 



云南省教育卫生补短板项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精神，把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和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作为全省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加快补齐经济社会

发展短板，有效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

升级。2016 年 10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现

代职业教育扶贫工程和县级公立医院及妇女儿童医院扶贫

工程行动计划》（云办发〔2016〕57 号），计划于 2016 年陆

续开工建设 208 个职业教育和医疗卫生项目，其中职业教育

项目 104 个，医疗卫生项目 104 个，总投资 653 亿元（其

中职业教育项目 375 亿元、医疗卫生项目 278 亿元）。项目

总投资中，80%的贷款资金由国家开发银行按基准利率下浮

10%、贷款周期 25 年的条件提供专项贷款，云南省社会事

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承贷主体负责承接贷款及筹集资金归

还贷款本息，具体负责项目推进实施，项目实际推进过程中

根据贷款资金到位情况将项目分为两期，其中一期项目 59

个，二期项目 149 个。 

截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一期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177.63 亿元，投资完成率 80.92%，国开行已发放贷款

171.73 亿元，已实际支付 132.25 亿元，一期项目 59 个已

全部开工，其中完工项目 22 个，剩余的 37 个项目中，32

个项目主体已完工。到 2019 年 12 月最后一笔贷款发放完

成后一期项目资金得到全部解决。 



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和 

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批示精神和“要把全国疾控体系

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

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示，补齐

全省公共卫生短板，提升全省医疗机构应对重大传染病救治

能力，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有效应对我省重大传染病疫情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委省政府规划实施省重大传染病救治

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简称“双提升工程”），

并明确由云投集团负责通过发债融资、投资并建设。按照集

团安排部署，云南省社会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双提升工

程”代项目业主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工作。 

“双提升工程”静态总投资 80.14 亿元，其中：重大传

染病救治能力提升工程投资 68.56 亿元（包括：建安工程费

42.95 亿元，设备费 9.73 亿元，其他费用 2.04 亿元；工程

建设其他费 8.76 亿元；预备费 5.08 亿元）；疾控机构核心

能力提升工程投资 11.58 亿元（包括：建安工程费 3.57 亿

元，设备费 3.88 亿元，其他费用 1.46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

费 1.81 亿元；预备费 0.86 亿元）。 

 

 



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云南省

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云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经云南省政府批准成立，2019 年 1 月全新组建为云

南省信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 8 月 11 日正式更

名为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参控股企业 13 家。围绕我省 “数字云南”总体布

局和云投集团“151”发展战略，云投数产集团积极构建云

南边疆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立志成长为云南省级数

字经济产业平台。自成立以来，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建设云上云·云南省信息化中心，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参

与“一部手机游云南”，助力打造成“数字云南”名牌；承接

云南省党建云项目，引领“互联网+党建”迈入“云时代”；

制作云南省 1:2000 高分辨率地图，率先在全国实现“全省

一幅图”统一制作、应用、运营和管理；参与智慧丽江建设，

探索“智慧党建”引领下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与以色列共

同推进区块链与云南数字经济融合；参与玉溪“智慧三湖”

项目，打造领先的智慧水环境综合服务平台。聚焦“四化一

枢纽”工作主线，为数字云南建设贡献云投力量！ 

 

 

 



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 
 

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成立，

注册资本 2.5 亿元人民币，是云南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云上云·云

南省信息化中心（首期）项目（以下简称“云上云项

目”）的建设、实施、管理和运营。目标是面向云南省各

级政务部门、企业和个人，打造科学化电子政务服务、精

准化社会治理服务、普惠化民生服务、创新性产业发展服

务的综合服务运营中心。为政府有效提供基础数据交换、

存储、大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服务；解决复杂问题、提升

现代化治理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提供重要数据信息。为

推动数字云南建设提供基础设施有力支撑。 

 

 

 

 

 

 

 

 

 

 



丽江市数字经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丽江市数字经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江数

投”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作为云投数产旗下控股公司，依托云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等新兴前沿技术，打造推动全市各行业产业数字

化的专业运作平台。 

丽江数投作为云投集团和丽江市的纽带，将充分利用股

东方优势，积极发挥施工领域协同平台作用，推动股东方业

务资源整合，不断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自身建设综合实力，

吸引一批数字企业、基金落地。按照丽江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党务引领政务、政务拓展党务、党政融合发展”的思路，

将智慧党建融合城市管理系统，构建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

丽江数字产业生态体系，打造全省示范点的“智慧丽江”，形

成丽江鲜明特色的数字经济比较优势。通过创新四轮驱动新

机制，由党政领导、五个统一、资金整合、政企合作四轮驱

动“智慧丽江”的建设，共同引领丽江乃至云南数字经济走

上蓬勃发展之路。 

 

 

 

 

 



云南彩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彩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云大

数据公司）由云投集团全资子集团云南省信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云投数产集团）与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为云投数产集团控股的国有控股公司，

注册资本金壹亿元。 

作为云南省内国有控股的专业大数据公司，彩云大数据

公司上承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的政策支持，下启云南省大数

据治理，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云南省数字经济和大

数据产业发展，为政府机构、科研单位、企业提供大数据开

放平台建设服务、大数据平台运营、大数据相关技术咨询、

数据处理及存储业务、数据交易、大数据产业融合等数字经

济运营服务。 

彩云大数据公司成立三年多来，已承接多个数据清洗、

咨询项目，在云南省内落地多个大数据平台。目前在农业大

数据、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生态环境、行业监管、企业数

据服务等多个领域深度耕耘，以数据资产运营为核心，不断

拓展数据业务增值服务，深度激活各行业数据价值，建成集

约型数字经济运营中心。未来彩云大数据公司将持续推动云

南大数据产业发展，成为立足云南、面向西南、辐射两亚的

数字经济运营商。 



云南旅务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旅务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云投集团下属企业，公司成

立于 2004 年。公司职能定位于开发和运营专业的旅游电子

商务平台，致力于改善传统的旅游运作方式，充分利用网络

信息的资源优势，互动、开放、动态地通过技术服务为旅游

产业链上的企业创造价值。 

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旅游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

及运营，先后成功运行“大理旅游交易结算及管理系统”、“云

南旅游交易结算及管理系统”、“云南精品旅游网”、“旅务通”

等多个专业旅游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为云南旅游行业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依托云南本土优质旅游资源及股东方的大力支持，

持续不断地通过创新产品和技术服务，致力于改善传统的旅

游运作方式，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资源优势，互动、开放、

动态地通过技术能力为旅游产业链上的企业创造价值。公司

目前已成为专业的旅游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提供商，集开发、

运营、管理、服务于一体，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强大

的旅游资源整合能力，能够为地区或行业的旅游整体运营提

供优秀的解决方案和管理经验。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承建了云南省科技创新强省项

目——“大理州智能化旅游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开发及产



业化示范”，荣获了“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奖，

成功上榜全国百强企业。取得了“旅游产品分销平台”、“移

动旅游助手软件”、 “旅务通旅游信息云端服务软件”等 1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注册了“旅务通”商标，被评为“云

南最佳互联网服务企业”。 

 

 

 

 

 

 

 

 

 

 

 

 

 

 

 

 

 



吴哥国际机场投资（柬埔寨）有限公司 
 

吴哥国际机场投资（柬埔寨）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在柬埔寨金边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2.2 亿美元，由云南

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和云南

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国有企业按照 76.6%、20%、3.4%

的股比共同出资。 

经营范围：民用机场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国内外航

空运输企业、旅客、货物的地面保障业务、代理业务和其他

服务业务；经营与机场相关的辅助业务；机场专用公路的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以及客运等相关辅助业务；房地产开

发、经营。 

公司宗旨：围绕吴哥国际机场项目及周边 1000 余公顷

土地的筹备、开发、建设和运营，通过机场建设，延伸拓展

旅游、地产、商业等附加项目，致力于打造云南企业“走出

去”的示范工程和中柬两国合作的标志工程，努力建设成为

“辐射中心”功能的海外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航空走廊

和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实体支点。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 
 

吴哥国际机场项目是柬埔寨王国政府重点打造的大型

国际机场、地区中心机场、旅游机场，项目位于柬埔寨暹粒

省，距离市区约 40 公里，规划机场等级为 4E 级，旅客吞吐

量每年 700 万人次，机场占地 700 公顷，采用 BOT 方式运

作，建设期加运营期总共 55 年，项目运营期结束后将移交

给柬埔寨政府。 

2016 年 10 月 13 日，吴哥国际机场投资（柬埔寨）有

限公司在金边与柬埔寨王国政府签署《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

机场项目 BOT 协议》。作为中柬产能合作的重点项目，吴哥

国际机场是中柬两国政府积极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和柬埔

寨政府“四角”战略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云南省委、省政

府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大

成果。项目的实施对根本性地提升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的保

护力度、解决现有暹粒机场发展瓶颈问题、改善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西南招标有限公司 
 

云南西南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招标”）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14 日，现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投集团”)的全资二级子公司，是云投集团“151”发

展战略布局中，综合业务板块的重要成员公司之一。目前，

云投招标是云南省唯一的国有独资招投标代理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多项

资质认证，是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招标投标行业协会、云南省招标投标行业协会、云南省

水利工程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公司近 50%的人员持有中高级

职称或执业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

75%，人才梯队结构优秀，团队专业化程度高，先后荣获中

国国有招标代理机构 30 强、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 10 强等诸多殊荣，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云投招标始终秉承“忠诚·使命·一流”

的云投价值观，深耕招投标主业，担牢服务业主、阳光从业

的责任，并以招投标为支点，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积极

延伸业务链，形成业务新增长点，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招标代理业务稳步发展，国企名片与责任担当相得益彰。

公司紧紧围绕八大产业、“三张牌”拓展招标代理业务，是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新昆华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交通银

行云南省分行、云南农垦集团、华侨城云南集团昆明投资公

司、昆明铁路局集团等企业单位的长期招标代理机构，服务

单位已涵盖金融、健康、文旅、公益、一带一路、绿色食品、



供应链等领域，为客户提供深度服务，赢得业主好评。2018

年，云投招标营业额稳居云南省 836 家招标代理机构中第 11

位。进入 2020 年，公司完成了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

提升工程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包含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和腾冲市人民医院

扩建（二期）项目等云南省教育卫生扶贫补短板项目招标代

理工作、云南省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建设项目（一期）、

云南省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建设项目信息化监理服务的

咨询工作以及省财政厅课题研究服务采购的招标工作，国企

名片与责任担当相得益彰。 

顺势先行，以互联网为传统业务赋能。 

大道之行，取则致远。新时代、新形势、新征程，云投

招标将牢记初心使命，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聚焦云投集团

“151”发展战略和“5 大+1”产业布局，形成以“重点服务集团、

发挥协同作用”为‘基’，以采购代理服务为‘根’，以构建新发展

模式为‘干’，以延伸第三方咨询服务业务链、价值链为‘枝叶’

的发展布局，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新形势下，云投招标积极谋求新发展，上下延伸招投标

业务产业链，提升企业增长点，探索新机遇。 

大道之行，同声相应。在国家推动实施大数据战略、加

快建设数字云南的大背景下，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发展浪潮铺面而来的新形势下，为更好地服务云投集团

“151”发展战略需要，云投招标积极推进公司业务的数字

化升级，成功打造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彩云电子招标

采购平台”，成为云南省首家完成跨境电子招采服务的单位；



紧盯自身及市场的档案管理痛点，开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档案规范化管理云平台”，布局数字化档案加工和管

理业务。目前数字化业务已成为公司一张新的靓丽“名片”。 

云投招标自营的彩云电子招标采购平台拥有行业领先

的电子招采服务，为客户解决“传统招投标方式工作效率低、

成本高的痛点”，针对不同对象提供定制化服务。合规合法。

云南省唯一一家根据《电子招投标法规定》完成电子招标系

统三星认证的电子招采平台；开放平台，技术领先。业主可

自由选择开标场所，可自主招标或委托代理机构，实现远程

异地开标，全过程留痕可追溯。欢迎各招投标代理机构使用

彩云平台开展业务；官方认证。彩云电子招标平台与中国招

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实时同步，保障招投标信息透明；真

实可信，值得托付。平台自行研发，采用区块链防伪技术，

文件全过程上链，公平、公正、公开，颁布式存储防止失真，

开标结果真实可信，受法律保护；信息安全，坚如磐石。平

台使用 SSL 等信息安全加密技术，完成公安部门网络信息安

全等级保护备案（三级）、检测、认证。 

招投标业务伴随着大量的档案管理，传统的档案管理方

式，实体档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受损、破

坏、遗失、失真等问题，在需要用到档案时无法保证其凭证

价值，往往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云投招标的档案

管理云平台及档案规范化管理服务，为客户解决档案“没人

管”“管理难”的老生常谈式管理痛点；解决档案“调档难”

“借阅难”的管理痛点；解决 “档案保存难”“防灾备份难”的



管理痛点，不仅整理好实体档案，还能进行数字化加工，存

入档案管理云平台中，进行多种方式的异地备份，确保档案

的真实性，保全了档案的凭证价值，同时保证了档案的备份

不受时间推移的影响。 

未来，云投招标将作为行业国企标杆，打造党建品牌，

强化党建引领企业改革发展，强化廉洁从业及风险防控意识，

助推企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过程咨询服务能力。为

公司规范发展、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

障。 

 

 

http://www.caiyunzhaobiao.com/ 

 

 

 

 

 

 

 



云南云投酒店发展有限公司简介 
 

云南云投酒店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云投酒店”）是云南

省投资控股集团（简称“云投集团”）旗下的酒店资产管理和

运营管理专业化平台。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注册资本金

40000 万元，属云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酒店（温

泉）项目的投资运营、资产管理、品牌打造和管理输出等业

务。 

公司旗下管理运营的酒店（培训中心）有 11 家：昆明

西驿酒店，西双版纳云投喜来登大酒店、安纳塔拉度假酒

店，龙陵邦腊掌温泉度假酒店，曲靖麒麟温泉酒店，云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安宁干

部培训中心，昆明经贸宾馆，深圳金碧酒店，珠海云海酒店和

广东云南大酒店，业务主要分布在昆明、西双版纳、保山、曲

靖等省内旅游核心区域和珠三角区域内。目前，公司管理的资

产总额为 26.43 亿元，客房总数为 1809 间，同时接待住

宿、餐饮、会议能力突破 4000 人规模。 

 

酒店项目： 

西双版纳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酒店坐落于中国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仑镇，被原始森林

所环抱，面朝蜿蜒的罗梭江，以其丰富多彩的人文元素、自

然风光以及独特的建筑设计，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精品

度假酒店。酒店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开业，由亚太地区高端



品牌——美诺国际集团委托管理。 

酒店占地 150 多亩，如一个静谧幽雅的园林，建筑设计

以傣泰风格为主，103 间客房隐秘于葱郁苍翠的热带植物丛

中（其中：80 间为园景和江景带露台的高级客房，23 栋为

独立的泳池别墅）。酒店与中科院热带植物园隔江相望，为举

世无双的自然美景所包围，精致婉约的风格与沁人心脾的自

然风光浑然天成，是一片可以令人尽情陶醉、忘却尘俗的净

土。 

 

西双版纳云投喜来登大酒店 

西双版西双版纳云投喜来登大酒店位于美丽的西双版

纳嘎洒旅游小镇温泉度假区的核心地带，属于景洪云旅投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嘎洒旅游小镇国际“傣”温泉养生旅游度

假区的配套项目之一。酒店占地面积 123128 平方米，共投

资近 12 亿元筹建，建筑面积 57082.34 平方米， 酒店楼层

共设 6 层，属典型的傣泰风格式酒店建筑。 

作为万豪国际集团在云南的首家喜来登品牌酒店——

西双版纳云投喜来登大酒店坐拥全州唯一温泉核心地带，是

静谧、舒适的“天然氧吧”。在这片充满阳光与神秘的乐土上，

西双版纳喜来登大酒店将带您探索热带雨林中的神秘动植

物，近距离感受 13 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骑单车探访古

寨去看千年古树、古井，佛寺……将传说写进您的旅程日记

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瞬间。酒店宁静的特色温泉体验为您带

走疲惫，伴随山间的树叶与鸟儿声，为你做个天然音乐 SPA，



彻底远离都市喧嚣。 

西双版纳云投喜来登大酒店配备 326 间客房及套房，户

外宴会举办场所，多功能会议空间及室内、外恒温游泳池。

酒店距景洪市区仅 15 分钟，距西双版纳机场 10 分钟，周边

临近原始森林公园、基诺山寨、野象谷、流沙寨曼弄风等著

名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两优融合的风景胜地。 

 

昆明西驿酒店 

昆明西驿酒店（原新南疆酒店）地处昆明市小西门商业

区，毗邻昆明历史悠久的翠湖公园，动静皆宜，交通便利。

酒店始建于 1999 年，时为挂牌 4 星级酒店。2008 年底，通

过资产整合，于 2009 年 11 月进行提升改造， 2012 年 1

月 10 日正式开业并更名为昆明西驿酒店。提升改造后的酒

店，定位为精品商务型酒店，酒店环境优雅，设计风格独特，

尊贵与时尚兼而有之。客房精致舒适，品味高尚，处处体现

设计者的精妙构思及艺术风格。 

昆明西驿酒店共有 176 间客房，有豪华单间、豪华标间、

商务套房、行政套房、花园套房、总统套房。酒店会议及餐

饮设施齐全，拥有大小会议室、多功能厅、宴会厅及包房，

先进的 VIP 会议室能为您提供视频会议，是商务客人的首选

之地。 

 

 

 



云南经贸宾馆 

云南经贸宾馆是由国家经贸委（现为国务院国资

委）、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属的“云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培训中心”与红塔集团、香港盈信集团共同投资兴建

的四星级涉外商务会议酒店，也是中国金钥匙会员单位和

国家机关定点接待酒店。 

宾馆位于昆明市最繁华的商业金融中心青年路，离昆

明东风广场、南平步行街仅十五分钟；毗邻云南省人民政

府所在地五华山、百盛西南广场、国美电器、苏宁电器、

金鹰购物广场、圆通动物园和著名佛教圣地圆通寺；距昆

明火车站 3 公里，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26 公里。坐拥城市中

心的优势区位，满足您商务、会议、旅游观光、培训接待

的不同需求。 

位于清朝报国寺旧址之上的云南经贸宾馆，人杰地

灵，文脉相传。在修建时，挖掘出了报国寺养生古方，在

此基础上，经贸人不断传承、弘扬、创新传统养生文化，

编制推出独一无二的《养身食谱》，创立了独具特色、颇

具影响的“新派养生素食”。1999 年开业期间，经贸宾馆

在荣获“1188 种中西自助冷餐会品种之最”世界基尼斯纪

录，经过多年的努力先后荣获云南省著名商标、云南省十

大金牌月饼、最云南金牌鲜花（月）饼、最云南金牌

（月）饼、云南省食在幸福最放心滇式月饼、云南省（云

腿月饼）地方标准制定特别贡献单位、中国月饼市场十佳

名优品牌、云南首家月饼 QS 质量安全认证、云南省餐饮名



牌企业、云南省餐饮五十强企业、云南省优质月饼生产企

业等殊荣。 

今天，经贸宾馆已将当年的报国素食和报国月饼秘方发

掘而出，自主研发了“经贸福月”牌月饼、风味饼、鲜花饼

等系列产品，并荣获云南十大金牌月饼、云南最放心月饼、

云腿月饼地方制作标准特别贡献单位食品生产基地荣获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中国地域十大名小吃代表品牌企业“云南

火腿坨”、云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深圳金碧酒店 

金碧酒店位于深圳罗湖商务中心区，所处地理位置优越，

建筑架构合理，外形大气，有较好的酒店外在形象和辨识度，

距新改造升级的文锦渡口岸 200 米，罗湖口岸 500 米，有

较好的临岸优势，出入港澳快捷便利。外围社会服务配套健

全，出入道路顺畅，火车站、医院、银行、大型商厦、写字

楼、高档购物广场、酒吧区、美食一条街均在酒店所处的春

风路一线，拥有全方位地缘条件，是集旅游商务饮食娱乐为

一体，面向海内外的综合性商务酒店。 

    金碧酒店于 1988 年 8 月 28 日开业，占地面积 6300

㎡，建筑面积 3.1 万㎡，是云南省在深圳的窗口企业。酒店

共有 313 间套客房，内设粤菜、川菜、酒吧、美容美发厅、

棋牌室、精品店、卡拉 OK、桑拿按摩、游泳池、健身房、各

类商务会议室、商务中心及航空售票处等，餐饮、娱乐、商

务等配套设施功能完善，开业同年即荣获“深圳十佳酒店”



的荣誉，并于 2002 年晋升为四星级酒店，2005 年获得“绿

色饭店”称号，2011 年荣获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特

别贡献奖”殊荣，2014 年被评为深圳酒店 50 强；先后四次

通过了广东省星级评定委员会四星级酒店评定性复核；连续

多年被评为深圳市旅业先进单位和治安卫生先进单位；是历

届深圳饭店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三十一年来，金碧酒店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秉承“宾

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服务于社会，在粤港澳地区有较

好的社会知名度和口碑，拥有一批长期忠实稳定的商务客源；

作为“广东省旅游节指定接待酒店”、“深圳市政府公务会议

指定接待单位”、“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官方指

定接待酒店，我们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优质的服务，配合各职能部门一道以“零失误、零差错、

零投诉”的接待服务标准，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接待任务。

随着 2019 年深圳“第 21 届高交会”的圆满落幕，金碧酒店

已成为深圳酒店行业为数不多的持续二十一年都保持有多

个省、市高交会政府代表团入住的四星级酒店。 

 

珠海云海酒店 

珠海云海贸易集团公司云海酒店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在

珠海设立的窗口企业，位于本市最繁华的商贸、金融地段

珠海市吉大区九洲大道，旅游、交通极其便利。云海酒店

始建于1985年，楼高9层，总建筑面积10216平方米。于

1986年投入运营，经云南省政府办公厅批准，于2010年投



入巨资按四星级商务酒店标准对云海酒店全面改造重新装

修。新的云海酒店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高品质的产品与服

务展现于珠海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再树云南在珠海的窗

口企业形象，打造出一个高端的服务平台，为云南及社会

各界提供优质的接待服务，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企业价值。 

 

温泉项目： 

保山龙陵邦腊掌温泉养生度假区 

邦腊掌温泉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西 12 公里处，距腾

冲、保山机场 1 小时，距芒市机场 35 分钟。景区海拔 1204—

1280 米，年均气温 16.9℃，年均降雨 2000 毫米，周围较

大范围内无工业项目，森林覆盖率高，自然环境好，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项目占地 70 公顷，投资约 8 亿元打造以养

生理疗为主的邦腊掌温泉度假区。据水文资料提供，景区日

可供温泉水量 3541.3 立方米，最高水温 104℃，最低水温

51℃，年均水温 78℃左右。据国家水化中心化验，邦腊掌温

泉水属典型的氡氟泉，被云南温泉 SPA 协会评为“特级水

质”。邦腊掌温泉以其世所罕见的疗效为名，有氡氟泉、碳酸

泉和硫磺泉三种不同的温泉水质。据验证，邦腊掌众多温泉

均含有 23 种于人体有益的微量化学元素，对多种长期慢性

病、皮肤病、风湿关节病等有多重疗效，被誉为“神汤奇水”。

1991 年，著名作家魏巍到邦腊掌沐浴温泉后，感慨于邦腊掌

温泉的魅力，挥毫题下了“热海之源，温泉之乡；天赐奇水，

惠及八方”的美称。 



邦腊掌温泉养生度假区共有 219 间客房，有半山别墅、

泳池别墅、别墅汤屋（联排汤屋和双拼汤屋），豪华单间、豪

华标间、套房。度假区会议及餐饮设施齐全，拥有多功能厅

1 个；6 个商务会议室；室外温泉游泳池 1 个；具有医疗效

果的各种室外露天泡池 115 个，各型别墅汤屋、情侣汤屋、

傣族养生馆等 36 栋，健身房 1 间；大型停车场 1 个。温泉

游泳池、鱼疗池、梦幻太空舱、能量屋、石板温泉、儿童戏

水池、 干湿蒸气浴、本草药区、水疗区、纤姿浴区、熔岩浴

区等让您在这远离城市喧嚣之地，感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

独立空间的休息大厅、棋牌室、按摩保健区等让您在这忘却

一切烦恼。 

 

曲靖麒麟生态温泉 

曲靖麒麟生态温泉项目位于曲靖市南片区三宝镇，距离

曲靖市中心 11 公里，距昆明市约 137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项目规划占地 5.4 平方公里。项目所在地资源丰富，山体、

水库、梯田、原生树木组合良好，特别其温泉资源丰富，日

出水量 3000 多立方，常年水温 60℃左右，经国家权威部门

鉴定，属国内罕见的优质碳酸泉，水质透明，含 30 多种有

益于人体的微量矿物质元素，无色无味，可浴可饮，有很强

的医疗保健价值。依托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区位优势，项

目具备形成兼具旅游度假与城市组团功能的条件。项目现有

经营产品——麒麟温泉 SPA，占地约 113 余亩，是曲靖首家

园林式露天温泉。温泉园区内设：麒麟温泉 SPA 拥有 26 个



风格迥异的露天园林温泉泡池，么么哒美食坊、呆呆时光儿

童手工坊、麒云自助餐厅、麒麟温泉夜泡•Party、霞客堂-温

泉汤屋。同时，建有一栋精致酒店，酒店主楼共分四层，其

中 1 层和 4 层设有大堂、多功能厅、厨房、室内 SPA、室外

风光泡池、餐厅、包房、棋牌室等；2 层和 3 层配有套房 3

间、单人房 12 间、标准间 16 间，共计 47 个床位，集天然

温泉、保健娱乐、精品客房、餐饮美食、商务沙龙、小型会

议接待为一体的养生、休闲、温泉度假优选之地。 

 

培训中心：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简称“云南工商培

训中心”），座落于昆明市西山区西园路 281 号，是集会议、

培训、餐饮、住宿、娱乐、旅游、停车为一体的综合性大楼，

主楼（12 层）加附楼（3 层）组成。2016-2017 年完成 60

个房间装修改造，独树以会议培训和住宿为主的培训中心特

色，拥有良好培训声誉。 

拥有总房间 125 间，总床位 235 个（普通标间 58 间，

普通单间 8 间，精致标间 52 间，精致单间 1 间，豪华套房

1 间，商务套房 2 间，叁人间 3 间）；拥有大小会议室７个，

其中 300 人大型会议厅及 120 人中型会议室各一个，30 至

50 人的小型会议室三个，10 人的贵宾休息室二个；餐厅设

有中式大宴会厅一个（可同时容纳 280 人就餐），包房 4 个，

经营川滇风味；三楼有隔音效果较好的娱乐歌厅；停车场一



个，占地面积 315 平方。 

云南工商培训中心交通便利，离飞机场 35 公里、火车

站 3.5 公里，地铁站 1.9 公里，多路公交车站就在楼下。风

景名胜古迹环绕，周围有大观楼、西华公园、金马碧鸡坊、

云南民族村等。导航输入云南工商大厦即可找到。网络订房

可通过携程、去哪儿、艺龙和飞猪进行订制。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安宁干部培训中心 

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安宁干部培训中心（简称“安宁工

商培训中心”），位于安宁市温泉镇升庵北路 8 号，邻近温泉

财富中心，由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资兴建，2001 年 8 月

开业。占地面积约 10 亩左右，由 8 栋三层楼房组成，其中

有 5 栋别墅，1 栋综合楼（办公室、大会议室、员工宿舍），

1 栋餐饮楼（餐厅、羽毛球馆），1 栋住宿主楼。是集会议、

培训、住宿、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接待场所，为云南省党政机

关会议培训定点接待单位。 

安宁工商培训中心目前共有 86 间客房， 194 个床位，

其中标间 56 间、普通单间 4 间、带泡池单间 3 间、三人间

11 间、四人间 10 间、套房 2 间；拥有大、中、小会议室各

一间，可以分别容纳 180 人、120 人、36 人的会议需求；

餐厅拥有 2 个大厅，3 间包房，共计 240 个餐位，可承办中

小型婚宴、商务宴请、自助餐等；娱乐设施拥有两块室内羽

毛场和两张乒乓球桌以及棋牌室。 

挂牌内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昆明培训基地；云南



旅游职业学院继续教育中心成人教育工商培训中心教学点；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培训基地。 

 

其他运营管理过的项目及酒店 

玉溪市通海县秀山镇古城改造项目（规划、工程、开业

筹备及经营管理顾问） 

大理市双廊镇玉几岛海村客栈（输出管理） 

大理市海东镇金梭岛水色酒店（委托管理） 

曲靖市师宗县金鑫国际酒店（项目前期顾问） 

楚雄州武定县楚昊大酒店（工程管理及开业筹备顾问） 

老挝琅勃拉邦香叫酒店、小巷酒店、金竹酒店（输出管

理）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康恩贝银杏山庄（项目前期顾问） 

 

 

 

 

 

 

 

 

 

 

 



云南云投建设有限公司简介 
 

云南云投建设有限公司( 简称云投建设) 是云南省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云投集团) 旗下以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开发和经营为主业的专业运作平台。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成立，注册资本金 5 亿元。公司自成

立以来，秉承云投集团“忠诚、使命、一流”的企业核心价

值观和“笃行如初、行稳致远”文化核心理念，厘清发展思

路，明晰业务模式，快速启动项目建设，为企业长足发展打

下基础。旗下控股企业 6 家，参股企业 5 家。目前，公司已

在昆明、西双版纳、海口、昭通等地投资或开发了多个地产

项目，项目业态涉及城市综合体、商业地产、旅游地产、酒

店、住宅、保障性住房等；已投资开发或正在推进的项目有

云投中心项目、西双版纳云投喜来登大酒店项目、西双版纳

嘎洒“傣”温泉国际度假小镇项目、昆明五华产业园区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林语斓郡苑项目）、海岛· 中丝园项目等。

公司经营业务涵盖地产开发，基础设施投建，建筑工程，物

业管理，商业管理，汽车租赁、销售，建筑材料集中采购等。 

 

 

 

 



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介 

 

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系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 

2009 年 12 月 3 日，经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

准，云南云投建设有限公司与云南公益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投资开发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城中

村改造二号片区重建改造项目，双方共同出资成立由云投建

设控股的项目公司——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

成立之初注册资本金为 1 亿元人民币，现目前注册资本金为

5 亿元人民币，持有房地产开发贰级资质证书。 

云南天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云投中心项目的整

体开发建设，云投中心项目为西山区 2 号片区红庙村“城中

村”改造重建项目，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办事处鱼

翅路社区，东至翠羽路，西至西园路，北至人民西路，南至

棕树营小区、云山路及云山支路，总占地面积约 189.58 亩。

云投中心项目 2010 年开工，于 2018 年 9 月交付使用，且

荣获“昆明国际金融小镇示范点（首期）的称号”，并于 2019

年 1 月 4 日正式挂牌。 

 

 



 

云南中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中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中祥”）成

立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注册资本 1 亿元，由云南云投建

设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公司资质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云投建设是云投

集团旗下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开发和

经营为主业的专业运作平台，云投集团是云南省成立最早的

综合性投资控股集团，是省政府的投资主体、融资平台和经

营实体，投资涉及能源、铁路、金融、信息、旅游文化、农

林、医疗大健康和扶贫等重点领域，具有较强的投资融资平

台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中建七局是隶属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的骨干成员企业集团，是国内一流的投资建设综合企业

集团，河南省建筑行业第一，施工领域涉及能源、交通、石

化、电子、机械、轻纺、建材、住宅、商贸、行政、医疗、

体育、文化教育设施等各个行业，拥有先进的项目经营和管

理经验，具有较强的项目资源优势。 

云投中祥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

程、隧道和桥梁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铁路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幕

墙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钢结构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物拆

除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公路；电气管道、线路、建筑工程设

备安装。 

云投中祥作为云投集团和中建七局合作的纽带，将充分



利用股东方优势，积极发挥施工领域协同平台作用，推动股

东方业务资源整合，不断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自身建设综

合实力，立足云南，放眼全国，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着

力打造以云南为主、辐射南亚及东南亚的核心经营区域，努

力做大做强主业，朝着企业发展壮大的目标奋力迈进。 

 

 

 

 

 

 

 

 

 

 

 

 

 

 

 

 

 

 



 
 

云南云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云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为云南

云投建设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以建设领域大

宗物资，包括钢筋、水泥、混凝土、电线电缆、工程机电设

备、涂料、卷材、货物或技术进出口等供应链服务。公司依

托云投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开发和

经营专业运作平台，借助云投集团平台及资源优势，构建“供

应链集采”服务模式，通过大数据应用、供应链集采管控、

智慧集成等手段打造“云投物资集采生态圈”， 提升物资供

应服务深度与广度，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在滇优秀企业及重

点项目的多元化、多维度物资集采服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