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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昆明高质量发展风景正好

呈贡区花都文化旅游节呈贡区花都文化旅游节
人气旺人气旺

“玩火”！昆明狂欢去处多

官渡区组织退役军人官渡区组织退役军人
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开展红色主题教育

寻甸金源乡寻甸金源乡
10001000亩亩““绿色水稻绿色水稻””丰收在望丰收在望

本报讯 近年来，云南省食

品安全管理学院采取主动上门

服务的方式，深入保山、红河、

普洱、怒江等边疆地区开展“食

品安全专家服务团边疆行”活

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据了解，“食品安全专家服

务团边疆行”活动是在省食安

委、省食安办和云南农业大学

统一领导下，由省食安学院组

织学校相关专家和人员，利用

教师课余时间和学校假期，主

动深入全省各地开展的食品安

全科学创新传播活动。2018年
3月 25日，该项活动获得“全国

食品药品科普排行榜最佳传播

活动”荣誉称号；2018年 12月 19
日，该项活动被评为全国首届

食品药品科学传播系列榜单

“食药科普十大传播活动奖”。

自 2015 年以来，省食安学

院陆续到保山、红河、普洱、怒

江等地组织开展 26期活动。仅

2018 年，省食安学院就组织 50
余人次专家和教师深入 15个边

疆贫困县开展活动，累计用时

40 余天，为基层集中开展食品

安全专题讲座 30 场次、快速检

测培训 15 次、科普知识培训 15
次、食品安全监管交流座谈 18
次，深入食品企业调研 10 次，

培训食品安全监管、食品生产

加工从业人员等 1300 余人次，

发放食品安全科普书籍 17000
余册、收集问卷调查 400余份。

（郎学平 董文明）

本报讯 近日，云南各地相

继举办彝族火把节系列活动，昆

明市呈贡区、禄劝县、石林县、寻

甸县、晋宁区分别于 7 月 25 日、

26日拉开狂欢帷幕，除了传统的

取火祭火、火把巡游外，各县区

精心“烹制”了一台台民族文化

盛宴。

7 月 25 日，呈贡区、禄劝县

率先开启狂欢。在呈贡区洛龙

第六届魅力文化火把节开幕现

场，《彩云之南》《水之灵》《荷花

颂》《美丽彝乡》等民族歌舞一

一呈现，充分表达了彝乡人民

热爱呈贡、热爱生活的喜悦之

情，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欢呼声

此起彼伏。特色的氛围布置、

华丽的民族歌舞，将整个节会

推向高潮。在精彩的文艺表演

后，迎来了最让人期待的祈福、

点火仪式，熊熊篝火象征着丰

收与希望，灿烂的火花绽放着

光彩与绚丽，人们围绕着篝火

共同欢歌、一起跳舞，欢腾的景

象照亮了洛龙的夜空。

在禄劝，四方宾朋欢聚县民

族文化广场，激情火把真情相

传。活动期间，篝火晚会、民族

服饰展演、磨担秋、汤锅宴，以

及山歌、情歌、酒歌、家歌比赛，

每一样都别具特色，吸引不少

外国友人参与其中。一年一度

的火把节，既是民族的盛会，也

是文化的盛宴，见证了全县各

族人民团结奋进的铿锵步履，

凝聚着全县各族人民听党话、

跟党走、感党恩的深厚情感。

禄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开德

在开幕式上骄傲地宣布：“三年

来，我们攻坚克难，殚精竭虑，

基础设施重大突破，产业发展

形成优势，民生福祉显著提高，

思想观念深刻变革，圆满实现脱

贫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整体贫困，在禄劝发展史上

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石林，庄严的火把节取火

祭火仪式，祝福着彝乡人民健康

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节

会中，自然少不了传统斗牛活

动、大三弦展演等经典项目。此

外，传统女子摔跤比赛、“回到阿

着底，寻找阿诗玛”文化体验狂

欢、国家级非遗项目彝族传统摔

跤备受期待。与此同时，冰雪海

洋世界、台创园杏林大观园积极

参与进来，策划推出门票优惠、

火把节体验等精彩活动，并有特

色小吃一条街、观赏石、石画展

供市民游客选择。

在晋宁区，双河彝族乡充分

结合地域实际，策划了轻越野

赛、山歌剧“内甸枪声”、文化长

廊展、火把小集市、篝火狂欢等

活动。通过多种当地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让全乡各族人民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传统节日，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发扬传承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推进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据了解，这个 1999年
被批准为云南 40 个革命老区乡

（镇）之一，2006年被列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双河秧佬鼓

舞”之乡，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

命老区、水源林保护区、民间刺

绣、“金牌秧佬鼓舞”和民间民俗

文化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山区农

业乡。

在寻甸，今年的火把节既有

精心编排的“醉人寻甸”“多情寻

甸”“多彩寻甸”等篇章文艺晚

会，还有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服

饰展、商品展、彝族美食文化晚

宴，以及激情四射的斗牛比赛。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火把节

更加注重各民族间的文化和感

情交流，除在主会场——县体育

中心举办狂欢夜文艺晚会外，各

乡镇（街道）也举行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全县各族同胞一起狂

欢，共度火把节。

（李利军 杨 爽 夏 宏）

云南省食品安全管理学院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家服务团边疆行”活动

本报讯 7 月 23 日，昆明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会

堂开启。该系列发布会将从 7
月持续至 9月，以“壮丽 70年 奋

斗新时代”为主题，通过县（市）

区发布、市级部门发布，充分介

绍昆明市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

变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首场发布中，五华区、盘龙

区、官渡区、西山区政府主要领

导集体亮相，联合向媒体介绍本

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共同

回答记者提问。

五华：高品质核心区加
速建成

1956 年 9 月 1 日，国务院批

准设立五华区。

建区初期，五华商业、服务

业占比较高，无农业、工业，产业

结构单一、依赖性强、抵御经济

风险能力较弱；区划调整后，五

华区有了完整的一、二、三产业

体系，围绕中央商务区、西北新

城、西翥片区“三圈层”建设，合

理布局城市发展空间，优化产业

布局，奋力谱写建设区域性国际

中心城市高品质核心区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华区地

区生产总值从 2012年 732亿元到

2018 年突破千亿大关，达 1115.4
亿元，年均增长 8.2%，跻身“中国

百强区”第 57位。在区域发展成

功的同时，成果逐步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达 43833元和 19215元，

老百姓的钱包成倍鼓了起来。

五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

秀江介绍，近年来，五华区现代

服务业加速发展，楼宇经济和总

部经济聚势崛起，区域金融服务

中心建设初具规模，世界 500 强

有 33 家在五华区设立区域性总

部或分支机构，辖区金融服务机

构在全市比重超过 50%。

下一步，该区将继续推动翠

湖周边历史文化片区整治工程，

力争通过为期 3 年的整治提升，

逐步打造“古老与现代交织互

补、传统与时尚交相辉映、商贸

与文化交融发展”的高品质历史

文化核心区。

盘龙：传统商贸区迈向
都市经济核心区

盘龙区因盘龙江纵贯全区

而得名，是昆明市传统商贸核心

区。2004年以来，经过两次区划

调整，盘龙区由传统商贸区变成

有城有乡格局，同时成为全市重

要的生态屏障及饮用水源地。

历经反复探索，不断深化区

情认识，盘龙区科学确定片区功

能和定位，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和

双龙片区充分发挥绿色生态优

势，主城中央商务区、北部山水

新区、东白沙河片区、茨坝片区

大力发展现代都市经济。

盘龙区委副书记、区长沃磊

介绍，党的十八以来，全区新兴

的以产城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楼

宇总部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一

批“竖起来的园区”，楼宇总量和

规模跃居全市前列。投入使用

楼宇共 84栋、307.3万平方米，共

有税收千万元以上楼宇 46 栋，

其中税收亿元楼 14 栋；总部集

团型企业 65家，世界 500强及中

国 500 强知名企业占 27 家。荣

获“中国楼宇经济最具投资价值

城区”“中国最佳国际营商环境

城区”称号。

经过多年发展，盘龙区以现

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不断

壮大，引领带动全区迈向高质量

发展。2018年，全区三次产业比

调整为 0.72：30.14：69.14，三产

占比超越二产，成为第一大支柱

产业。与此同时，该区全力打造

一流营商和政务服务环境，形成

对群众和企业问题的全面快速

响应。 >>下转A2版

云南省第六届

茶艺师大赛11月举办
本报讯 日前从云南省第

六届茶艺师大赛暨云南民族

茶文化形象大使选拔赛组委

会获悉，该赛事将于 11 月 23
日至 25日在红河州建水县举

办。 9 月 23 日至 24 日，昆明

分赛场将提前举行“斗茶、泡

茶、品茶、评茶”决赛。

本届大赛报名时间自 7
月 15 日至 9 月 20 日止，在昆

明提前举行的“斗茶、泡茶、

品茶、评茶”比赛报名时间截

至 9 月 10 日。 11 月 23 日至

25日在建水同步举行的云南

民族茶文化形象大使选拔

赛，最终将评出“云南民族茶

文化形象大使”和“云南生态

茶文化形象大使”。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大赛设 9 个组別，分别为

少儿组 (5-13 周岁、个人、团

体），女子成人组 (23- 55 周

岁)，男 子 成 人 组 (18- 35 周

岁)，团 体 赛 ( 性 别 、年 龄 不

限)，茶席设计 (性别年龄不

限)，斗茶单项赛 (生普、熟普、

红茶)，泡茶单项赛 (生普、熟

普、红茶，性别、年龄不限)，
品茶单项赛 (性别、年龄不

限)，评茶师单项赛 (茶汤对茶

样)。 （木 易）

“照金精神”宣讲

巡展走进昆明
本报讯 7月 25日，陕西省铜

川市委、市政府赴昆明市举办主

题为“守初心担使命 践行照金

精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照金精神”宣讲巡展活动。这

是 2015 年以来“照金精神”宣讲

巡展的第 32 个城市、第 43 场巡

展，也是 2019年首场“照金精神”

宣讲巡展活动。

当天，昆明市委副书记刘

智，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金幼和一同会见了铜川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常雅玲率领

的铜川市“照金精神”宣讲巡展

团。

刘智表示，“照金精神”宣讲

巡展团到昆明巡展，这是两地

认 真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重要嘱托的具体行动，对激励

昆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补足信仰之钙，

筑牢理想之基，推动昆明跨越

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昆明

将以此次“照金精神”巡展为契

机，牢记总书记嘱托，继承革命

先辈未竟事业，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奋力

拼搏，加快推进区域性国际中

心城市建设，以优异成绩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活动中，铜川市照金纪念馆

副馆长郭洁和昆明市聂耳墓纪

念 馆 馆 长 王 广 跃 共 同 为 两 地

“红色文化传承共建基地”揭

牌。铜川市委党校党建讲师李

倩主讲了《习仲勋在照金的战

斗历程》。在随后的红色文化

宣讲中，照金纪念馆带来了《一

个金色的地方》《照金精神谱新

篇》，昆明市文化馆带来《春城

和谐文明颂》《我和我的祖国》

等精彩表演。 （昆 文）

禄劝首期“罗婺古乐”

传习培训开班
本报讯 日前，为加强和

保护罗婺民族民间古乐传

承，推动全县民族文化产业

有序发展，禄劝县首期“罗婺

古乐”民间艺人传习培训班

正式开班。

在开班仪式上，与会领导

鼓励参加培训人员要认真学

习、积极交流，互相取长补

短、共同进步，真正做到学有

所得，为禄劝“罗婺古乐”保

护 传 承 工 作 作 出 更 多 贡

献。

仪式结束后，授课教师讲

解了“罗婺古乐”的源流及发

展历史，并在后续课程中对

“罗婺古乐”相关的乐器、民

歌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和传

授。

（刘继慧）

昆明盘龙区遴选扶持

30支业余文艺团队
本报讯 近日，经过近 1

个月报名、考核及评审，昆明

盘龙区文化馆馆办业余团队

遴 选“30 强 ”榜 单“ 新 鲜 出

炉”。“昆明人艺术团”“荷之

灵艺术文化团”等 30 支业余

文艺团队，正式纳入盘龙区

文化馆馆办文艺团队管理，

并将获得盘龙区多项文艺政

策扶持。

接下来，盘龙区将向最终

确定的这 30支队伍提供系列

文艺政策扶持，为其提供免

费的排练场地、专业辅导和

培训，在硬件和软件上提供

最大支持。同时，这 30 支团

队还将有机会代表盘龙区到

各地交流演出，在专业老师

指导下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精

品节目。 （夏 宏）

昆明现场讲评

官渡区市容环境
本报讯 7 月 25 日，昆明市

创文总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市容

环境督查（官渡专场）讲评会，现

场通报官渡区市容环境整改情

况及督促讲评。

当天，讲评会通过昆明市

网格化综合监督指挥中心通报

官渡区近期市容环境方面的主

要问题，观看督查组暗访检查

情况专题片、参会群众代表谈

意见和建议等形式展开。

昆明市创文总指挥部办公

室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官渡

区组织领导有力，工作安排部署

周密，整治力度大、措施有力，宣

传发动深入，重点工作推进成效

显著。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题。要对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指标体系查找薄弱环节，迅速制

定整改工作方案，明确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明确管理责任，制定

管理措施，确保事事有人管、时

时有人管。

针对督查组检查意见，官渡

区各部门、各街道将以此次讲

评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创文

及市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各领

域、各环节的工作力度，全力以

赴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为昆

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官渡

应有贡献。

（王丽华 杨富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