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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欢快的歌声、欢乐的歌
舞，10月 20日，“七彩云南”彩车云
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大幕开启。参
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大会的云南表演团队以原班人马
出现在彩车上，在葫芦丝《彩云之
南》的伴奏下，演员们翩翩起舞，观
众们热情地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
高高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记录下
彩车巡游的精彩时刻，将活动气氛
推向高潮。

耀眼的云南元素献礼祖国

在北京参加国庆群众游行盛
典和 6天的展示任务后，“七彩云
南”彩车经过 5 天的长途公路运
输，10月 14日顺利抵达昆明。为了
让更多市民一睹彩车风采，感受云
南发展成就，“七彩云南”彩车从10
月 20日起在云南省博物馆公开展
示至年底。

“七彩云南”彩车围绕“同心共
筑中国梦”这一主题，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设计
总纲，以“七彩云南、梦的故乡，团结
奋进、跨越发展，祖国繁荣、云南美

丽”为设计构思，用云南特有的亚洲
象、绿孔雀、鲜花、山水、彩云、铜鼓，
以及寓意跨越发展的“霓虹高挂”为
主要表现元素，配以代表性少数民
族展演，充分展现云南地域特色和
发展成就，彰显“七彩云南、旅游天
堂，诗画云岭、文化瑰宝，休闲胜境、
健康福地，开放前沿、辐射中心”的
时代内涵，展示出云南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跨越发展、实现梦想的新时
代风采。

“七彩云南”彩车长 15米、宽 6
米、高 9.6米。车首，3头大象足踏铜
鼓岿然挺立，身后群山连绵、祥云升
腾、花团锦簇、霓虹高挂。大象象征
民族团结、吉祥和谐、拼搏奋进。两
根艳丽夺目的花柱象征着七彩云南
的绿色生态，寓意云南拥有着七彩
斑斓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是宜
人宜居的健康生活目的地。车两侧
的山水祥云象征着云南的蓝天碧
水、高山白云，寓意着云岭大地的壮
美河山托起美丽富饶的云南。吉祥
的绿孔雀展开艳丽的翠屏，9颗翡
翠翎眼碧绿通透，代表了云南美丽
的九大高原湖泊如绿宝石般镶嵌在
云岭大地。分布车首和车尾的铜鼓
孔雀瓶舞台造型，展现了悠久的云
南历史文化。两根花柱的顶端之间，

象征“一带一路”的金色路桥在七彩
鲜花簇拥下腾空架起，寓意云南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共享、
互联互通，辐射南亚东南亚，开放之
路愈加宽广。

10月 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中，“七彩云
南”彩车在万众瞩目中驶过天安
门，为这一国之大典献上来自云岭
大地的亮丽色彩，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

多方合力的匠心之作

从接到彩车设计制作和群众
游行任务到 10月 1日正式亮相，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办公
厅、省委宣传部、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武警云南省
总队、省消防救援总队等十几个部
门共同努力，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
牵头组织下，由云南艺术学院承担
创意设计及彩饰工程，云南航天神
州汽车有限公司承担车辆改装和
生产制作。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云南彩车汇聚了4800万云岭各

族群众对祖国的祝福、对家乡的热
爱，凝聚了全省上下的心血，体现了
时代感、成就感、喜庆感和地域性。
云南彩车创意设计方案首批就通过
了庆祝大会服务保障和群众游行指
挥部的专家评审，率先通过了实车
验收，最终荣获群众游行地方彩车

“华美奖”。
昆明市民张先生与家人一起在

彩车前开心地合影。他说：“在国庆
当天，我们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咱
们云南的彩车，今天能够这么近距
离的观赏，特别是彩车进行巡游的
环节，让我们重温了国庆当天看庆
祝大会的自豪之情。今天我们还了
解到了彩车设计背后的故事，必须
给所有的幕后英雄们点个赞！”

据悉，10月 2日至 7日，彩车在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展出，吸引了
150余万人次前来参观。从 10月 20
日起到年底，“七彩云南”彩车将在
云南省博物馆进行公开展示，展示
时间为每天 9时至 17时，期间还将
配合云南省大剧院的演出活动组织
夜间展示。此外，11月 16日上午 10
时还将组织一次彩车巡游活动，让
全省人民感受云南彩车的不凡魅
力，感受美丽云南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侯婷婷 郎晶晶 雷桐苏

“七彩云南”彩车——

展示云岭大地绚丽风采

公告
王佳俊、林正兰管有位于富

民县永定镇大营街 136号 3幢 2
单元402室房屋一套，现遗失《房

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昆房权证

富字第 20100528号，共有证号：

2010289，特声明作废。

对此项房产有争议者，于6
个月内到我所申报。逾期即换

发新证。
富民县房地产管理所

△龙运伟遗失失业证，身份

证号：530102197002013328，登
报作废。

△昆明独匠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有

限公司腾冲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L7533000048201，账号：

24129701040014663，登报作废。

△詹永丰遗失云南云龙房

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江东澜

庭园 E栋 2304购房收据，号码：

9502354，金额：775066.75元；号

码：9502184，金额：3万元整，登

报作废。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楚雄中心支公司遗失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一

份 ， 单 证 号 ：

211153110200208742，登报作废。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

彝族自治县仁德街道学府社区

居民委员会遗失行政公章一枚，

登报作废。

△云南鑫一经贸物资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登报作废。

△冷杰遗失失业证，号码：

5301110017088887，登报作废。

△昆明市五华区千味聚屋

副 食 店 遗 失 门 头 证 ，证 号 ：

0001854。
△祖宇遗失坐落在关坪乡

关坪村新关哨村民小组 1170亩
林 权 证 ，证 号 ：云 政 林 证 字

（2015）第01356号，登报作废。

讣告
原曲靖地区行署常务副专

员，退休干部管自槐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9年 10月 18日 8
时30分在曲靖病逝，享年87岁。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房产房产

分类广告

登报作废登报作废

讣告讣告

本报讯（记者 张帆） 10月
21日至23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省委宣讲团到迪庆
藏族自治州宣讲。期间，宣讲团先
后深入到学校、社区、企业等，面
向基层党员干部开展了一场场生
动的主题教育课。

在为期 3天的宣讲中，宣讲
团成员、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刘化军教授，从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把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
为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奋斗历程，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继续奋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做合格共产党员4个

方面展开讲解。宣讲结合中国近
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现代史的
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根本任务和重要内容，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深远意
义进行深入解读。

迪庆州 1000多名党员干部
现场聆听了宣讲后纷纷表示，更
加领悟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坚定了理想信念。要深入学习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真正做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做表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省委宣讲团到迪庆州宣讲

本报讯（记者 秦明豫）全省
“扫黄打非”业务培训暨第二届进基
层文艺汇演10月22日至23日在楚
雄市举行。业务培训涉及新闻出版
法律制度及版权法、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实务、“扫黄打非”形势任
务与工作要求、案例分析等内容。

10月22日晚，2019年云南省
第二届“扫黄打非”进基层文艺汇
演在楚雄市彝人古镇拉开序幕，
来自省内各州市的演员代表，结
合自身文化特色，以不同表演形
式，展现出“扫黄打非共建和谐社
会”的美好篇章。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带来

的现代舞《出击》彰显出战斗在一
线的文化执法人员的意气风发，
传递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决心；保山市表演的小品
《义务联络员》，以网络快速发展
为背景，讲述基层“扫黄打非”联
络站的建立，让群众遇到涉黄涉
非问题有了就近举报的便利渠
道；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带来
的《国门净土》展现近年来德宏州
净化国门疆土、浇灌民族团结之
花的和谐局面。

据了解，本次“扫黄打非”进基
层文艺汇演分为《正义行动》和《文
明之花》两个篇章，共18个节目。

本报讯（记者 左超 通讯员
马晓玲 杨雪娟）大理白族自治
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安排部署，联系工作实际，
近期制定出台了《大理州党政机
关国内接待“十不准”》（以下简称

“十不准”），持续深入抓好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进一步规范全州党政机关国
内公务接待。

“十不准”着力在规范化、精
细化上下功夫，对全州党政机关
国内公务接待食住行等方方面
面进行再细化，在原有公务接待
相关制度规定基础上“再升级”

“再提升”。“十不准”严格规定不
准超范围接待和无公函接待，不
准超次数、超标准、超陪餐人数
安排用餐，不准超标准安排住

宿，不准超范围使用车辆，不准
迎来送往，不准组织到景区（点）
旅游，不准赠送礼金礼品，不准
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不准超
标准安排警卫，不准新建、改建、
扩建内部接待场所等。“十不准”
还对公务接待清单制度、接待清
单的审签、会计支付凭证和清单
的完整性、机关内部接待场所的
装修装饰配置等方面作了更为
详细的规范。

为确保“十不准”落实落细，
大理州纪委监委结合工作实际，
开展线索查办、专项检查、巡察
整改、警示教育等，重点对部分
单位和部门在公务接待中审批
不严、标准执行不严、把关不严
等问题进行整治，进一步加强作
风建设。

监察体制改革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近日，
第六届兰茂论坛暨 2019年云南省
中医药界学术年会在玉溪举行，来
自全省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医药院
校、中医药科研机构等的 500余名
专家学者参会。

论坛上，国医大师刘尚义、张震
等专家作了《中医养生》《中医药人
才敬业之道》《关于滇南医学研究的
思考》《小儿湿证与芳香疗法》等主
题演讲。本次论坛还设立玉溪市中
医药发展分论坛，从多角度谋划玉
溪市中医药事业发展思路。

论坛由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
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云南省针灸
学会、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玉
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本报讯（记者 李寿华）10月22
日中午，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鹿
马登乡境内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致两名驾乘人员——中国电信怒江
分公司办公室（公司扶贫办）副主任
和晓宏、办公室职工李志瑛失踪。

10月 16日，和晓宏、李志瑛抵
达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茨开镇嘎
拉博村委会挂包联系户家中开展

“挂包帮”扶贫工作。22日 12时 30
分左右，他们驾驶公司车辆（云
Q11706）离开贡山县返回泸水市。
当日16时59分许，车辆行驶至福贡
县鹿马登乡境内时，驶离路面坠入
道路西侧怒江中，失去联系。

事故发生后，怒江州委、州政府
以及沿途的福贡县各乡镇高度重视，
及时组织力量，全力搜救失踪人员。

本报讯（记者 谢毅 通讯员
吴长宽）为更好地关爱残疾人，
镇雄县日前组成评定专家团队，
奔赴全县 30个乡镇街道，为全县
38892名残疾人做残疾鉴定，受到
残疾群众好评。

按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比例数据，镇雄县残疾人占比

6.23%，大约11万多人。目前，持有
二代残疾人证的有58000多人，残
疾人证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有
37509人，新申领残疾人证的疑似
残疾人13612人。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镇雄县
成立领导小组，从县残联、县卫健
局、县人民医院等相关单位和部门

精选精兵强将组成工作团队奔赴全
县30个乡镇街道，开展“关爱残疾
人、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从9月25
日至10月16日，用20天时间完成了
全县残疾人检查鉴定工作。目前，换
证或新办证工作正按规范程序进
行，不久就能把第二代《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送到残疾对象手上。

镇雄上门为逾3.8万残疾人开展残疾鉴定

全省“扫黄打非”业务培训
暨进基层文艺汇演楚雄举行

大理州出台“十不准”
持续规范公务接待

本报讯（记者 程三娟） 10
月 23日上午，第十届“中国青年
创业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
未来科技城举行。来自全国的
32 名优秀创业青年获奖，云南
云海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晗成为来自云南的唯一获
奖者。

“中国青年创业奖”由共青团
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4年联合设立，表彰创业事迹

突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的中国青年创业者。评选表
彰活动自 2007年起每两年举行
一次，至今已连续开展十届，表彰
了 137名优秀青年创业者。第十
届“中国青年创业奖”中，共有 20
人获“中国青年创业奖”，6人获

“中国青年创业奖·脱贫攻坚特别
奖”，6人获“中国青年创业奖·促
进就业特别奖”。赵晗获得“中国
青年创业奖”。

本报讯（记者 李悦春） 10
月 22日，“辉煌 70年——云南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成就展”楚雄专场活动在云南
文学艺术馆举行。

活动内容包含楚雄彝族自治
州 70年来的发展变化介绍会、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汇和讲
述展板内容背后的故事 3个主
题，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楚
雄州从一个贫穷落后、百废待兴

的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到今天的翻
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和壮丽篇章。

在“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故事
汇发布会上，黄曌赟、虎俊、柳钰
娇、陆佳伶、邹菊围绕水稻科技育
种、先进模范、人民警察的奉献、
水库建设、移民搬迁等内容，生动
讲述了《红土地上的“金种子”》
《报告祖国，彝州人民好出行了》
《失约》《一泓碧水润彝乡》等故
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赵晗获“中国青年创业奖”

辉煌70年成就展
楚雄专场在昆举办

第六届兰茂论坛
在玉溪举行

怒江两名干部
在扶贫工作途中失踪

本报讯（记者 周灿 李翕
坚 娄莹） 10月22日，由省教育
厅、省体育局、共青团云南省委
联合开展的中国体育彩票 2019
年云南省“体育冠军校园行 青
春扶志我当先”公益活动在昆明
盘龙小学映象校区启动。

启动仪式后开展了首场宣

讲活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
体操团体冠军郭伟阳、2010年墨
西哥竞走世界杯 20公里团体冠
军李建波向盘龙小学映象校区
400余名学生进行了宣讲。宣讲
结束后，冠军代表们与青少年学
生开展了运动知识抢答和篮球、
足球、乒乓球、啦啦操、田径等体

育项目互动活动，让学生在与冠
军们的“零距离”接触中感受中
华体育精神。

下一步，宣讲团还将分赴
全省 16个州市，走进 34所不同
类型的学校开展活动，与广大师
生分享人生故事、开展体育教
学互动。

““体育冠军校园行体育冠军校园行””公益活动在昆启动公益活动在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