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渡数字自贸港由官渡区委区政府主导设立，致力于建设云
南省数字经济发展与示范的新载体、新空间、新场景，构建数字
科技、数字平台、数字经济汇聚的数字生态圈，打造数字+商贸、
数字+结算、数字+会展、数字+娱乐、数字+服务贸易的自由贸易
港，营造数字新产品、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泛在的互动博览
园，成为数字城市、数字生活、数字服务交融的全景体验场，作
为数字官渡、创新官渡、国际官渡、商贸官渡、文创官渡的网红
打卡地。 
 

官渡数字自贸港通过示范以数字经济、总部经济和信息物流
中心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将成为昆
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国际经贸与结算中心的战略内核，成为
云南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化创新中心，成为打通长江经济带与
“一带一路”战略的自由贸易试验高地，成为链接全球采购与服务
贸 易 辐 射 南 亚 东 南 亚 打 通 国 际 国 内 双 循 环 的 电 子 世 贸 平 台
（EWTP），成为云南省场景换运用、运用换产业的定向转化基地。 

数字自贸港产业园区概述

官渡数字自贸港产业园区（数渡空间），位于春城昆明新
中心官渡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板块，地处昆明市国际商贸与都
市消费带——彩云北路的核心节点，与南部客运站和地铁一号线
南部汽车站以天桥相连，坐拥自贸试验区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双重国家示范红利。



区位分析 

数字自贸港 

官
渡 

云南省作为中国印度洋通道、泛亚通道、北部湾太平洋通道的重要门户，是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中心，是链接长江经济带和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昆明是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官渡是昆明城市新中心、综合枢纽重要承载区、开

放发展引领区，数字自贸港位于官渡区螺蛳湾国际商贸组团核心位置，受现代商贸物流与都市消费融合带与多元民族文化休闲

旅游体验长廊双重辐射，是国际国内大循环的新格局下数字技术与交易结算融合沃土，是数字平台驱动服务贸易创新沃土，是

数字新场景与新零售、新体验的应用沃土。 

官渡数字自贸港区位 



园区空间——整体意向 布局与场景 



观云海项目作为官渡数字自贸港一期空间，共5栋，

规划面积29579.77㎡，总建筑面积209304.64㎡，打造面向

南亚东南亚数字经济聚集中心，数字城市、数字治理、数

字生活的应用转化基地，是市场采购贸易落地螺蛳湾国际

商贸城的重要应用试验平台，是昆明自贸片区的科创中心。 

一期主要发力数字科创、数字贸易等相关产业业态，

并在园区内合理布局人才公寓、智能酒店等配套设施。园

区建筑整体功能充分融合数字经济相关要素，与产业融合

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发展生态，将一期空间打造成

企业、品牌、人才、科技、资本等成长的孵化器、转发器

和加速器。在景观设计中，充分考虑网红打卡、互动博览

等核心功能，以智慧运动公园以及小型科技节点形式，串

联园区景观、组织园区动线，在打造数字自贸港的同时，

将园区建设成为城市公园，服务周边居民。 

数字贸易 

智能酒店 

人才公寓 

人才公寓 

数字科创 

智慧运动公园 

园区空间——整体布局 布局与场景 



楼宇空间——一号楼概述 布局与场景 

数字自贸港一号楼以数字服务、服贸办公为核心

功能，楼内搭载直播影视制作基地、创意制作基地、

数字创意创业基地、数字营销创客中心、电子商务

创客中心、产教融合培训与数字联盟基地、小微数

字商贸空间、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国际法务咨询服

务、国际设计创客中心、园区办公、智能餐厅等诸

多业态。为企业提供经营空间、注册场所等数字化

园区硬件设施、基础设施的同时，提供共享会议室、

共建发布基地、人财法税服务、企业培训服务、品

牌传播服务、园区优惠政策等系列设施及服务，

“硬设施”与“软服务”并举，为螺蛳湾国际商贸

城提供知识产权、科技服务、法律咨询、信息服务

等服务贸易相关配套功能，为官渡区数字经济与服

务贸易融合创新发展形成应用转化示范基地。 

智能餐饮    26F 

数字服贸办公空间 
13-24F 

产教融合培训与数字联
盟基地  7-8F 

数字营销创客中心    5F 

数字创意创业基地    4F 

直播影视制作基地  2F 

数字服务站及配套1F 

园区办公室   25F 

创意制作基地   3F 

电子商务创客中心   6F 

小微数字商贸空间   9F 
 国际设计创客中心  10F 
国际法务咨询服务   11F 
知识产权服务贸易   12F 



楼宇空间——五号楼概述 布局与场景 

数字科创办公 9-15F 

平台企业办公   20-23F 

科技金融服务 8F 

农投房源  5F-7F 

大型科创企业办公16-19F 

 共享商务空间 3F 

数字应用博览中心  2F 

休闲配套互动体验 1F 

共享办公空间  4F 

数字自贸港五号楼以互动体验、路演展示、办公

服务为核心功能，楼内围绕数字体验、数字博览服

务中心、共享办公、科技金融、科技创新、总部办

公、平台办公等业态打造不同需求办公场景，提供

“一站式”办公场景服务和技术支持，解决信息系

统分散、业务繁琐等问题，围绕市场培育、信息共

享、市场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提升自贸试验区

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水平。共同为官渡区数字经济与

商贸服务、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形成应用转化示范基

地，共建共享产学研中心，提供高效政策扶持、全

方位的园区服务和多元金融支持,以及多样化的合作

模式，为科创、平台企业赋能，为产业升级助力。 

 

区域总部办公  24-27F 



园区空间——二号楼 布局与场景 

智能展示配套1F 

智能酒店2-27F 

智能清扫 智能卫浴 人脸识别入住 

酒店内景 智能咖啡厅 

酒店入口 

智能家居体验店 

数字自贸港二号楼整体主要作为智能酒店载体，在功能布局上应充分考虑园区整体风格及功能定

位，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网红打卡效应，在酒店入口、走廊、房间内部融入智慧化元素，打造具有数

字感、科技感、体验感的智能酒店。一层区域充分体现酒店整体定位，借势园区招商趋势，配套智能

家居体验店、智能咖啡厅、酒吧等智慧生活业态，借力环境、政策，实现产业长久、高速发展。 

酒吧 走廊 



园区空间——三、四号楼 布局与场景 

   园区配套    1F 

人才公寓   2-27F 

人才公寓 人才公寓 活动中心 

共享休息室 网红书店 健身房 

文创体验店 光影餐厅 互动楼梯间 

数字自贸港三号楼、四号楼功能定位为人才公寓，既能满足园区内部人才的居住、生活需求，

又针对周边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周边人才提供居住场所。充分考虑公寓的居住生活属性，一层业态

主要以文创体验、光影餐厅、网红书店、健身房、活动中心等休闲配套业态为主，为一号楼、五

号楼办公者提供更为丰富配套设施，为园区外部游客提供参观体验场所，实现“工作在园区、生

活在园区”的畅想。 



控制和引导底商业态，树

立街区数字印象 

紧邻彩云北路一侧形成以

城市数字生活业态为主的底

商印象 

北侧车行主入口临街侧重

点打造数字城市体验业态 

园区南侧底商街区业态以

数字园区服务为导向 

西侧小区提供内部服务配

套服务。 

底商印象 布局与场景 

联系单位：官渡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0871-6717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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