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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229 萬農村人口飲水安保得到鞏固提升
【香港商報訊】26 日，記者從雲南省農村飲水安全工
作情況匯報會上獲悉，截至 8 月底，全省今年累計完成工
程投資 16.8 億元，228.9 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保障水平得
到了鞏固提升，其中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6.77 萬人。
《雲南省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十三五」規劃》
總投資 52.86 億元，擬鞏固提升 1782.8 萬農村人口的飲水
安全保障水平。該規劃 2016 年經省人民政府批准後報國
家六部委備案。
2016 年-2018 年，雲南省共爭取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
工程專項中央預算內投資補助 13.64 億元，累計下達農村
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投資計劃 45.47 億元，實際完成投
資 81 億元，佔下達計劃的 178.1%。三年來共計鞏固提升
了 1363.3 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保障水平，佔 「十三五」

規劃收益 1782.8 萬人的 76.5%。
2019 年，國家分兩批下達雲南省農村飲水安全專項中央
預算內投資計劃 9.4 億元，省水利廳已會商省發改委聯合
分解下達計劃。按目前項目推進情況看，預計 2019 年可
提前完成《雲南省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 「十三五」
規劃》目標任務。
2019 年 3 月底，全省有 24153 戶 99453 人建檔立卡貧困
人口存在飲水安全問題，涉及 10 個州市 37 個縣（市、
區）。為加快推進脫貧攻堅農村飲水安全工作，雲南省抓
精準核查、抓資金保障、抓責任落實、抓機制建立、抓監
督指導。截至 8 月底，雲南已解決 16914 戶、67688 人貧困
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尚有 7239 戶 31765 人貧困人口存在飲
水安全問題。

針對近期出現的農村飲水工程存在問題的情況，雲南省
全面開展工程排查。截至 8 月底，全省 16 和州（市）已完成排
查工作，共排查農村供水工程 592874 件。針對排查中出現
的供水保證率低、季節嚴重等問題已開始全面整改。
下一步，雲南省將進一步扛實農村飲水安全政治責任，
把收繳水費作為解決農村飲水安全的 「牛鼻子」抓緊抓
好，認真貫徹落實水利部《關於開展農村飲水問題專項整
治工作的通知》和水利部、國務院扶貧辦《關於做好農村
飲水安全脫貧攻堅 「回頭看」大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同時，進一步加大水源地保護力度，進一步加強水質監測
檢測能力建設，進一步保障建設資金投入力度，進一步加
強建設後管護能力，提升開展 「
十四五」規劃前期工作。
王淑娟

華寧打造中國最早熟柑橘產銷集散地
【香港商報訊】每年從 6 月份走進昆
明之南、玉溪之東的玉溪華寧縣，就
會看到來自內地各省區市的大貨車進
進出出。而華寧鄉鎮的賓館飯店也擠
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經銷商，這些車
人共同的目標是，訂購華寧優質早熟
的柑橘並銷售到全國各地。
華寧柑橘具有口感細膩、汁多化
渣、酸甜適度、富含維生素的特點，
比 國 內 其 它 柑 橘 主 產 區 早 熟 40～60
天。是全世界自然條件下柑橘成熟最
早的產區。已經成為雲南柑橘的一張
名片，被納入全國柑橘優勢區域規劃
中的特早熟柑橘優勢生產基地範疇。
成為華寧 「一縣一業」 的主導產業，
是全縣覆蓋面最廣、支撐力最強的產
業，也是全縣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
重要產業。據介紹，華寧正以柑橘種
植、加工、銷售，一、二、三產融合
發展為主線，結合鄉村旅遊，加大招
商引資工作力度，努力把華寧打造成
中國最早熟柑橘生產和交易的集散
地。
劉楊廣慶

橘農將採摘的柑橘運往收購點

雲南柑橘看華寧
華寧柑橘看華溪
據介紹，2018 年末華寧柑橘
種植面積累計達 12 萬畝，產量
達 28.53 萬噸，產值 8.7 億元，截
至 2019 年 9 月，全縣有柑橘省級
龍頭企業 1 戶，市級龍頭企業 7
戶，個體經營戶 1536 戶。現有
省級批發市場 1 個、農產品交易
市場 22 個，有流通企業 32 戶，
休閒農業經營戶 26 戶，年接待
遊客 5.5 萬人次。
柑橘是華寧縣華溪鎮的主導產
業，記者來到華溪信達分選廠，
看到一件件柑橘正由工人整齊的
碼放在貨車車廂裏，即將發往新
疆。
廠長張文俊介紹，他從 2003
年開始種植柑橘至今，政府的大
力扶持不斷加大，現今有技術人
員免費培訓指導柑橘種植技術，
老舊的果園改造更新還能得到補貼，最重要的是現在
不用繳農業稅，他的分選廠每年分選 6000 噸左右的
柑橘發往全國各地。他介紹，烏魯木齊的客戶喜歡大
號的柑橘，東北客戶喜歡小號的柑橘，深圳、香港的
客戶喜歡偏青的柑橘。廠裏的工人都是計件做工，多
勞多得，現在正是柑橘大量上市的時間，有的工人一
天能拿到 300 多元的工資。
進入華溪鎮華寧惠豐農業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看到
柑橘成山，工人熟練地進行分選裝箱，前來收購柑橘
的陝西西安客戶張先生說，他從事柑橘交易近 20 年
的時間，華溪柑橘成熟最早，每年 6 月份華溪就開始
有柑橘上市，他今年來到華溪收購柑橘已經 2 個多
月，每天農戶運過來的柑橘有看上的就收下打包發往
西安，每年在華溪收購 1000 多噸柑橘。他說，現在
農副產品的運輸不收過路費，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
現在運往西安的運輸成本大概在一公斤 1 元左右，只
需要 30 小時就能到達西安。
惠豐公司總經理張呈學介紹，他從 2005 年開始規
模化種植柑橘，自己的柑橘和向附近農戶收購的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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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每年集中銷售 12000 噸左右的柑橘，每年營業額
在 2000 萬元左右，2017 年註冊成立公司以來帶動周
邊農戶脫貧致富，扶貧 15 戶，都在果園和工廠裏工
作，平均每人每月能獲得 3000 元工資。現在每天有
200 多名工人在工廠裏對當天採摘的柑橘進行分選包
裝發往全國各地。
據了解，華溪鎮 2018 年柑橘產量 8.98 萬噸，產值
2.96 億元，今年預計柑橘產量將達 9.5 萬噸，產值 3.1
億元。

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雲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
任李茜表示，雲南出版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與北京快手科技有
限公司聯合主辦 「七彩雲南上
快手」戰略合作啟動儀式，實
現雲南大型國有文化龍頭企業
集團和中國互聯網前沿企業的
強強攜手、深度合作，必將進
一步打開雲南媒體融合發展和
互聯網傳播新格局，為雲南政
務服務、城市推廣、文旅融
合、短視頻創業、電商扶貧等
作營造良好的互聯網生態、創
造廣闊的互聯網空間，助力雲
南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跨越式發展。

打造柑橘健康食品品牌
華寧縣圍繞提質量、創品牌、促營銷、佔市場等方
面重點開展工作，積極打造華寧柑橘健康食品品牌。
以標準化生產為重點，提高柑橘質量。於 2016 年
制定了《華寧縣柑橘綜合技術規程》圍繞標準化建
設，無病毒育苗、綠色防控、養好成熟度為重點，從
生產、加工、儲運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華寧柑橘
質量。
以品牌創建為重點，提升華寧柑橘知名度。按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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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企業降低用電成本 69.75 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緬天然氣管道累計輸量 33.19 億
立 方 米 ； 省 內 用 氣 量 6.48 億 立 方 米 ， 同 比 增 長
17.39%。同時，全省累計購進成品油 726 萬噸，同比
增長 7.25%；銷售成品油 766 萬噸，同比增長 5.18%；
全省成品油庫存 45.8 萬噸，同比下降 13.36%。
廖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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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雲南政務新媒體學院暨視頻創業孵化基地授牌

昆明國際網球邀請賽 10 月開賽

2019 年 「一帶一路·七彩雲南」 昆明國際網球邀請
賽發布會現場

【香港商報訊】記者日前從 2019 年 「一帶一路·七
彩雲南」昆明國際網球邀請賽新聞發布會上獲悉，該
賽事將於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0 日，在雲南省安寧市溫
泉半島國際網球中心舉行。
此屆賽事由中國網球協會、雲南省體育局、昆明市
人民政府主辦，由安寧市人民政府、昆明市教育體育
局、昆明市文化和旅遊局、昆明市投資促進局、雲南
橙子網球運動發展有限公司共同承辦。
據中共安寧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代市長畢紹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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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打造 「健康食品牌」的要求，緊緊圍繞
華寧柑橘綠色、生態、質優的特點，華寧積極向國家
有關部委申報有關健康食品及優質產品認證，並規範
使用各種著名商標等公共品牌標誌。
積極宣傳促營銷。通過多種媒體積極宣傳華寧柑橘
品牌，不斷提升華寧柑橘的知名度。縣委政府搭建柑
橘節、柑橘論壇等服務平台，鼓勵企業參與各種展銷
會、博覽會、交易會及產品推介會，取得了較好的營
銷效果。
採用 「走出去，請進來」方式，佔領廣大的銷售市
場。目前，華寧主要採用邀請省外經銷商到華寧縣主
動採購的方式進行經銷，目前，華寧柑橘銷售的範圍
已涵蓋了全國市場，已出口加拿大、俄羅斯等國，近
幾年未出現滯銷情況。
華寧縣柑橘目前在全國農業博覽會上獲得金獎 3
枚、銀獎 3 枚，9 個柑橘品種獲農業部及雲南省優質
水果稱號，2 個柑橘品種獲國家 A 級健康食品認證，
註冊了 「華寧柑橘」商標，2012 年 5 月被國家農業部
認定為地理標誌農產品，2015 年被評為雲南省著名商
標。

「七彩雲南上快手」 戰略合作啟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劉曉寒報道：9 月 20 日， 「七
彩雲南上快手」戰略合作啟動儀式暨新聞發布會在昆
明海埂會堂召開。
儀式上，雲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北京快手科
技有限公司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北京快手科技
有限公司與雲南出版融媒體有限責任公司簽署了《快
手政務號雲南區拓展及服務協議》《共建快手－雲南
政務新媒體學院暨視頻創業孵化基地合作協議》，並
為快手－雲南政務新媒體學院暨視頻創業孵化基地授
牌。
據悉，協議簽訂後，合作雙方將共建雲南公共部門
短視頻政務號服務體系和政務新媒體傳播學院；共建
短視頻創業孵化基地，推動人工智能、短視頻、電子
商務與雲南創業實踐、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助力雲
南美麗鄉村建設；共同挖掘、開發和宣傳雲南特色文
化，助力雲南全域旅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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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截至 9 月 18 日，本次邀請賽確認參賽的國家和
地區有：中國、緬甸、馬來西亞、泰國、文萊、老
撾、中國香港等。賽事分為：成人混合團體賽和青少
年混合團體賽，比賽項目包括男單、女單、男雙、女
雙、混雙 5 個項目，採取 3 盤 2 勝制。賽事獎金也相對
去年有所提升，總獎金為 100 萬元人民幣。賽事期間
將舉行獨具民族風情特色的開幕式、南亞東南亞美食
節、街坊節、音樂節、 「一帶一路」金融合作論壇等
系列活動。
劉楊廣慶

近日， 「輝煌 70 年——雲南
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特稿 周年成就展」在雲南文學藝術
館開展。在展館外廣場，70 米
彝族刺繡長卷 「神州錦繡」成
為一道靚麗的風景，許多觀展群眾對着身着
豔麗民族服飾的繡娘不停拍照、留影。
70 米彝族刺繡長卷 「神州錦繡」是由省委
宣傳部創意策劃，由楚雄州千名彝族繡娘歷
時半年多繡製。
據了解， 「神州錦繡」長卷於 2019 年 2 月
20 日在千年賽裝之源——楚雄州永仁縣正式
開針，1000 多名彝族繡娘輪流或集中或分
散，歷時 6 個多月手繡完成。計劃於 10 月 1
日國慶當天下午在楚雄市舉行收針儀式，代
表雲南各族兒女向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獻禮。
長卷定名為 「神州錦繡」，長度 70 米，象
徵新中國 70 歲生日。
長卷從左到右，分別由：華表、天安門、
三江源、嘉峪關、長江、黃河、港澳台標誌
性建築和景區、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紀念標誌
等 40 多個標誌性圖案構成。長卷中間約 6 米
多的長度是 「神州錦繡」4 個大字，字的下
面是 56 個民族縱情歌舞、生產生活的場景。
象徵 56 個民族團結共慶新中國 70 歲生日。
長卷採用了幾乎所有傳統彝族刺繡的技
法，還探索創新了 6 種針法，充分體現了彝
族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整幅長卷構圖精美、色彩絢爛、銜接自然、寓
意深遠、大氣磅礴，雖不可能包羅華夏神州的
萬千錦繡，但足以表達雲南各族人民熱烈慶祝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的赤子之心。
李丹丹

米彝族刺繡長卷 神州錦繡 獻禮國慶

其中，電源完成投資 155.2 億元，電網完成投資 111.5
億元，油氣完成投資 33.6 億元。前 8 個月規模以上能
源工業可比價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14.9％，其中電力
工業同比增長 15.3％，煤炭工業同比增長 15.5％，石
油工業同比增長 7.5％，燃氣工業同比增長 6.9％。在
電力交易方面，省內市場化交易電量 690.11 億千瓦
時，同比增長 26.37%；平均成交價 0.18725 元/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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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農正在採摘柑橘

滇前 8 月為企業降低用電成本 69 億元
【香港商報訊】日前，雲南省能源局對外發布消
息，今年 1－8 月全省能源行業固定資產投資超 300 億
元，總體正常；能源工業增加值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發電量、用電量、送電量及交易電量持續增長，為企
業降低用電成本 69.75 億元。
統計顯示，前 8 個月，全省能源保障網建設重點項
目完成投資總體上正常，累計完成投資 300.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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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米彝族刺繡長卷 「神州錦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