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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临沧市

公告
请以下货主在一个月内持有

效证件到会泽县烟草专卖局接受
处理，逾期将按无主处理。

2019年7月9日，在云南省昆
明市官渡区长村258号查获：云烟
（紫）等35个品牌，共计485条。

云南省会泽县烟草专卖局

债权申报公告
官道普洱投资有限公司与

十堰俊发置业有限公司正在进
行收购事宜，现请云南泽子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各债
权人在自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
到我公司办公地点（地址：昆明
市呈贡区置信银河广场 A栋 18
楼 1808室）进行债权申报登记，
以便于收购完成后您相关权益
的保障与处理。

云南泽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公告
官道普洱投资有限公司与十

堰俊发置业有限公司正在进行收
购事宜，现请昆明恒庄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各债权人在自公告之
日起两个月内到我公司办公地点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置信银河广
场A栋 18楼 1808室）进行债权申
报登记，以便于收购完成后您相

关权益的保障与处理。
昆明恒庄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公告
官道普洱投资有限公司与十

堰俊发置业有限公司正在进行收
购事宜，现请云南官道商贸有限
公司的各债权人在自公告之日起
两个月内到我公司办公地点（地

址：昆明市呈贡区置信银河广场A
栋 18楼 1808室）进行债权申报登
记，以便于收购完成后您相关权
益的保障与处理。

云南官道商贸有限公司

声明
建水县建新化工冶炼有限公

司已于2019年7月29日完成公司
股权变更手续。变更完毕后，法定
代表人倪金辉持有公司 100%的
股权。自此，孙成不得再以公司名
义开展任何业务。

建水县建新化工冶炼有限公司

△昆明宏溯嘉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交通银行昆明银河支行
预留印鉴，张业伟私章一枚，登
报作废。

△元阳县个体户卢小福遗失

云南省通用机打发票 2份，代码：

153001414143，号码：00953696-
00953697，登报作废。

△李静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

530111197709046429，登报作废。

△周艳帧遗失失业证，身份

证号：530103197312170026，登报

作废。
分类广告

公告公告

声明声明

登报作废登报作废

岁月流转，见证历史的变迁。
1958年4月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
正式成立，从此翻开了彝乡历史崭
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伴随着
伟大祖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彝州各族儿女在党的民族政策
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心、砥砺奋
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一
个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民族贫困
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概括起来就是经济繁荣发展，社
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州委
副书记、州长迟中华如此总结。

青山巍峨，激流奔腾。2018年，
楚雄州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024.33
亿元、比 1958年增长 501倍，成功
进入“千亿元GDP俱乐部”，在全省
发展格局中由“跟跑方阵”逐步进
入“领跑方阵”。

团结奋进谱华章
8月的大姚县山乡绿意盎然。

在六苴镇，一条条崭新的硬化路犹
如一根根丝带，穿过满山的花椒
树、核桃林，通向村村寨寨。

“现在，收购百合、魔芋和猪牛
羊的老板都是直接把车开到农户
家门口和田边。”说起家乡交通的
巨变，簸箕村党总支书记唐红珍脸
上写满幸福，“群众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越来越好。这通村路，就是老
百姓的‘致富路’和‘幸福路’。”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彝州充分依托区位、资
源、生态、产业、民族文化五大优势，
初步构建形成了综合交通、水利、能
源、大数据、物流五大枢纽优势和

“2+5+3”迭代产业体系，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稳步推进，区域经济、
产业培育、开发开放活力无限，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高，
三产比重优化为17.7∶40.7∶41.6。

今天，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
无公害蔬菜基地等特色农业品牌
享誉全国；以疾病诊断分组付费为
主要内容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禄
丰模式”在全国推广；“一颗印章管
审批”为重点的“放管服”改革走在

全省前列；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成功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1958年至2018年，彝州工业总
产值从 0.39亿元发展到 417.12亿
元、增长1069倍，农业总产值从1.27
亿元发展到311.9亿元、增长245倍。

以民为本增福祉
夏日的姚安县光禄镇草海彝

村，清澈的河水静静流淌，房前屋
后桃红柳绿，静谧恬适。

这个居住着9个民族480多户
2000多人的村子，是2003年大姚地
震后为安置大姚、姚安两县偏远山
区贫困受灾群众而建的搬迁项目。

“搬来后从没发生过一起民族纠纷，
大家互助友爱，从一穷二白变为远
近闻名的‘民族团结示范村’。”村党
总支书记杨有光自豪地说。

告别贫困，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是彝乡各族儿女孜孜
以求的理想。

目前，彝州脱贫攻坚已取得阶
段性成效。牟定、姚安、双柏等 6个
贫困县均以零漏评、零错退成绩顺
利“摘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
2014年的 34.36万人减少到 2018
年底的 4.5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2.25%下降至2.5%。

全州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8项惠民工程和 10件民生实事形
成制度性安排，民生投入持续加
大，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就业保持
稳定，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加强，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彝乡
之恋》《云绣彝裳》等系列文化精品
和彝族火把节、丝路云裳民族赛装
文化节等节庆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日益扩大。

统计显示，近年来楚雄州民生
支出占比持续稳定在 75%以上，
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达34154元和10988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彝州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六城同创”深入开展。2018年，森
林覆盖率达 66.25%，空气环境质
量优良率达 100%，地表水水质优
良率达91%。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插甸经
验”“莲池模式”在全省推广，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暨五级联动走
在全省前列。

2017年，楚雄州被命名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迄
今，彝州已连续5次荣获“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州（市）”称号，连
续3次拿到最高荣誉奖“长安杯”。

谋在深处绘新篇
盛夏时节，青青底色下，万物

拔节生长。
在禄丰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内，西安隆基股份投产的世
界最大单晶硅片厂，将打造光伏制
造业产业集群。在楚雄高新技术开
发区，老拨云堂、盘龙云海等 58家
知名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企业，正以
彝医药为支撑，构建起全省第二大
生物医药产业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楚雄州积极
适应发展新常态，坚持战略性推动
和精细化推进，探索形成一系列推
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
法、重大举措，经济保持平稳健康
增长。

如今，昆楚大东西开放合作
带、攀楚玉南北开放合作带构架日
渐成型。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全州产业聚集效应愈发显现。世界
恐龙谷、东方猿人谷、彝人古镇等
旅游文化支点的形成，更让旅游文
化产业阔步迈向国际化、高端化、
特色化、智慧化。

奋斗新时代、壮行谱华章，彝
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蓝图已
经绘就。“楚雄州将进一步主动融
入和服务国家及省发展战略，坚决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实
施‘一极、一枢纽、三高地、三区’的

‘1133’发展战略，确保如期脱贫和
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让‘中国彝乡·滇中翡翠·红火
楚雄’更加熠熠生辉，奋力谱写好
中国梦的楚雄篇章。”迟中华坚定
地说。

本报记者 饶勇

在 70年的奋进过程中，地处
边疆的临沧充分发扬“头顶理想，
脚踩泥巴，心中有民，手上有招，
创新干、团结干、拼命干”的“临沧
作风”，创造了“临沧速度”“临沧
效率”，在逐梦前行、奋力奔跑的
过程中各项事业建设不断聚力
加速。

今年以来，临沧各项工作成
绩捷报频传，跨越发展的态势开
始形成并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
脱贫攻坚综合考核处在全省前
列，为整个临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70年来，全市综合经济实力显
著增强，跨越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沿边开放
空间不断拓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
推进……各族人民实现了从封闭
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
穷走向富裕的生活巨变。

“临沧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由 1949年的 0.7亿元增
至 2018年的 630亿元。”在云南省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临沧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之政说，如今临沧彻底改变
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全市经济
社会实现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综合
实力大幅提升。

百年企盼梦想成真
7月20日，大临铁路又一控制

性工程——杨家村隧道开工 3年
后全线贯通，这是目前临沧境内贯
通的最长一座隧道，为全线如期通
车奠定了基础。作为中缅铁路重要
组成部分，大临铁路北端通过广
（通）大（理）线、成（都）昆（明）线连
接昆明、攀枝花地区，向西南连接
中缅边境的临沧清水河口岸，被称
为新的“滇缅铁路”。

对于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临
沧各族人民期盼已久。100多年前，
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提
出修建滇缅铁路的构想，把临沧孟
定作为通往印度洋的最佳出境口，
这条铁路 1938 年开工建设，但

1942年因历史原因被迫毁路拆轨。
“2015年 3月，省委、省政府将

临沧清水河通道列入全省‘五出境’
通道之一，临沧人民百年铁路梦想
再次起航。”张之政说，经过 4年多
的奋战，大理至临沧铁路明年底后
年初将通车，届时昆明至临沧 3小
时左右就可抵达。

目前，当地正加快临沧至清水
河铁路的基础工作，未来将延伸至
缅甸皎漂港；玉溪至临沧高速公路
等 10条（段）高速公路建设正加快
推进；凤庆通用机场建设正加紧实
施，孟定民用支线机场和永德通用
机场前期工作稳步推进。

百年梦想成真后，临沧将构建
起以昆明至清水河通道为燕躯，大
理至临沧通道、临沧至普洱通道为
燕翼，沿边通道为燕首，由昆明向
着南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展翅飞翔
的“飞燕型”综合交通网络，全面提
升互联互通水平，以综合交通的腾
飞助推当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绿色生态方兴未艾
正值夏茶采摘时节，记者来到

临沧市耿马县勐撒镇生态茶园，绿
意盎然的万亩茶地里茶农正忙着
采摘，一排排连片种植的茶树枝繁
叶茂，焕发着勃勃生机。作为世界
茶树和茶文化的重要起源中心，临
沧光热水土资源极为丰富，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热区面积占总面积
的32%，森林覆盖率达65.6%。村在
林中，房在绿中，人在景中，是这片
土地给人留下的最大印象。

构建出一条生态与富民共赢，
保护与发展并进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临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通
过建立“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
的发展模式，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
业产业发展，确定了茶叶、核桃、畜
牧业、蔗糖、临沧坚果、蔬菜、中药
材、咖啡、淡水渔业、水果 10大重
点产业。

同时着力调优结构、调大规
模、调高效益、调整产业布局，引导
特色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实现特

色经作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已
建成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2200
万亩，为打造临沧高原特色“绿色
食品牌”奠定坚实基础。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
发展生态化”的理念，临沧把生态
建设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实施了
南汀河“三带”建设、南汀河干流沿
线“一带一谷”产业发展、临双线生
态修复示范建设、澜沧江沿线生态
修复等工程，完成人工造林464.05
万亩、封山育林51.98万亩、公路沿
线绿化美化11301公里。

开放经济红红火火
作为云南省最年轻的国家级

边境经济合作区，临沧边合区自
2011年启动建设以来，孟定清水河
口岸边民互市贸易额由1.5亿元增
长到 25.3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
由6.5亿元增长到39.89亿元；进出
口货运总量由 8.78 万吨增长到
96.6万吨；出入境人流量由 25.23
万人次增长到112.95万人次……

这张成绩单背后，是临沧以
“企业先行、民心先行、文化先行、
地方先行”推进对缅“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进程，沿边开放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的最佳佐证。

临沧区位独特，境内有 3个县
与缅甸接壤，是中国进入印度洋最
便捷的陆上通道。为充分发挥资源
和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
带一路”和“辐射中心”建设，当地
通过举办双边合作座谈会、基层
官员交流研修班，建立互访机制，
完善口岸建设，推进沿边金融综
合改革等形式，全方位推动临沧
对外开放。

目前，临沧开放交流合作新高
地已初步形成，“辐射中心”重要门
户的作用日趋凸显。下一步将加快
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重点项目建设，把临沧建设成为全
面开放新动能释放先行区，建设一
个全面开放、合作、共商、共建、共
享、共赢的包容城市。
本报记者 李春林 黄翘楚 肖志雄

可持续发展步伐坚实 让中国彝乡熠熠生辉

本报讯（记者 李翕坚） 8
月 7日，云南省第十六届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应急通信保障职业
技能竞赛在昆明举行。

80名来自中国电信云南公
司的应急通信保障队员参加了
比赛。比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
考试和实操技能考试两部分。
实操技能考试设置了卫星开通

车载应急设备、短波应急呼叫、
搭建个人单兵帐篷三项科目，
全面考察参赛选手对应急通信
装备的操作应用能力和对常见
故障的排障能力。比赛还展示
了无人机、4G 单兵全球眼、天
通卫星电话等高新应急装备的
应用。

本次竞赛由云南省职工经

济技术创新工程领导小组、省
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主办，旨在通过“以赛代
训，以赛促训”的方式，提升云
南电信的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我省举行应急通信保障
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 吕瑾）近日，中
外古生物学专家学者宣布，在西班
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省和中国云
南禄丰发现了一批特殊的足迹，这
些足迹显示在侏罗纪-白垩纪之交
时，这些地区生活着一类奇特的古
鸟或鸟形恐龙。该发现对研究欧洲
与中国晚中生代鸟类和恐龙动物
群的分布与演化有着重要意义。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的邢立达副教授、美国科罗拉
多大学足迹博物馆馆长马丁·洛克
利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安
东尼·罗米里奥博士共同研究，论
文发表在国际知名古生物学期刊
《历史生物学》上。

多年来，世界上的侏罗纪古鸟
类或鸟形恐龙记录非常少。2018
年，中国地质大学邢立达研究团队
在云南禄丰考察时，对禄丰世界恐
龙谷后山发现的长18.5厘米、宽约

35厘米的足迹进行研究，后期进行
全球足迹化石对比时发现，该足迹
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发现的奇特
足迹除了尺寸差异之外，其他特征
非常吻合。通过详细研究对比，研究
人员意识到这是一个崭新的足迹物
种，将这批足迹命名为三叉足迹，并
将西班牙标本命名为皮氏三叉足
迹；将在禄丰县滑石板村发现的标
本命名为李氏滑石板三叉足迹。

据介绍，皮氏三叉足迹的发
现，意味着在侏罗纪-白垩纪之交
时，西班牙海岸生活着一类很古老
的滨鸟类，而在万里之外的禄丰盆
地，李氏滑石板三叉足迹的造迹者
是一类更大型的动物，根据地质年
代背景，为距今 1.5亿年前侏罗纪
末期的大型古鸟类或鸟形恐龙。鸟
类的早期演化可能比目前人类想
象的更为复杂，大型化的趋势出现
得很早。

本报讯（记者 张锐） 8
月 7日，“云龙滇金丝猴廊道
修复项目”正式上线支付宝

“蚂蚁森林”绿色公益平台。这
是7月15日“滇金丝猴全境保
护网络”在香格里拉成立后首
个落地实施的保护项目。

项目计划通过种植云杉
和华山松，修复大理云龙天池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滇金丝猴
种群间约 2000亩的廊道，为
相邻的2个猴群约170只滇金
丝猴搭建基因交流通道。同
时，为滇金丝猴其他种群间的
廊道修复与基因交流提供宝
贵经验。项目由支付宝提供资
金支持，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
基金会负责组织实施，大自然
保护协会TNC提供科学支撑。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物种。
由于偷盗猎和砍伐森林等人
为活动影响，滇金丝猴曾一度
濒临灭绝。得益于政府、科学
家和公益组织近 20年来的不
懈努力，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
有所回升，但栖息地破碎化严
重，滇金丝猴种群栖息地被分
割成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无
法进行有效的基因交流，近亲
繁殖将带来种群退化甚至灭
绝的风险。

据悉，“蚂蚁森林”是由
支付宝于 2016年 8月发起的
绿色公益平台，鼓励公众践
行低碳行为，参与国土绿化
和生态保护。

本报讯（记者 张登海 通讯
员 胡昌佳 曹丽）眼下正值烤烟
成熟开烤期，西畴县各烟区的烤烟
陆续采烤，烟田、烤房处处可见烟
农们忙着采烟叶、编烟、上烤，一派
繁忙景象。

法斗乡法斗村委会石场村的
烟田里，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为
了抢抓节令确保烟叶质量，烟农张
信娥和几个工人正在烟地里冒雨
采摘烟叶。她告诉记者，前期受干
旱影响烟叶长势缓慢，雨季来临后
烟叶很快长了起来，虽然没有往年
长势好，但烟叶质量还不错。在猛

后村的烟叶集群烤点，地上堆满了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烟叶，烟农们把
烟叶理顺后分级挂杆，之后送进烤
烟房里进行烘烤。烟农周洪富说：

“我家今年栽了 60亩烤烟，这两天
主要是采烟叶来烤，等开秤就可以
拿去卖了。”

据悉，西畴县今年种植烤烟
1.6万亩，计划收购烟叶 4万担，烤
烟烘烤工作于 7月初开始，预计 9
月上旬结束。截至目前，已经烘烤
烟叶 229炉，出炉 84炉，出炉干烟
叶 420担，烤烟烘烤各项工作正有
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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