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虫山，骑行、登山爱好者们的向往之地，但此山并不好“上”，路面满是碾碎沙
石，黄沙漫天飞舞，令游客直呼“路难行”。近日，五华区交通运输局发布消息，通
过对长虫山公园道路路面硬化工程的路面工程、交工质量进行实体检测后，在今
年11月份，长虫山公园道路路面硬化工程已经全面建设完成，市民周末登长虫山
更加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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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药品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特别提醒：
全
国
连
锁

诚
信
单
位

和顺搬家
68212778
服务有我，满意你定

专业搬家搬厂、单位、学校、钢琴
拆装家具 长短途搬家货运

蚂
蚁
搬
家

63583008
全天进城

理
想
服
务

顺达67166253
68242668
200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68235988
搬家搬厂24小时服务

春苑
招驾驶员 2 名，包吃住

小康搬家
65658883
蚂蚁服务、全天进城

全天入城
64646012
全市超低价吉日

顺迁64182211
专业拆装家具

骆驼搬家
65188818
货车全日入城

超
低
价

金牛 65366088
63199828

长
短
途
货
运

专
业
拆
装
家
俱

二
十
年
搬
家
搬
厂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关上利群
全天入城、价格超低
67166689搬家、拉货

办公室、仓库

搬家·物流
广告
热线：63306561

诚辉搬家64100978
专业搬家搬厂、办公室、仓库

春城招聘
广告
热线：63306561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律师提醒：

25年信誉 全天入城
65333898诚信诊所高薪诚聘法人一名

要求执业医师证满五年以上，待遇
面议。电话:13529010817

学校·教育
西市区幼儿园诚聘

教师、保育员2名，待遇面谈。
电话：15208710323、13888733013

专业搬家钢琴家具免拆

64619868
车辆全天入城 优质优价

康发

婚介·交友
广告
热线：63306561

品牌婚介

友情提示使用本栏信息请查验核实
对方真实有效证件，谨防受

骗，因征婚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要求
的相关内容，请注意自我保护，慎重选择!

●29 年社区中老年婚介 13529004189

除虫·除害
●杀蟑、灭鼠、除虫专家 18388226839

●红木家具沙发翻新换皮/布67264509
沙发翻新

陪驾·陪练
●云峰公司十六年优惠陪驾63121671

保姆·钟点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64128233

防水·补漏

●硕阳清洗保洁 13888701204
清洗·保洁

●鲲鹏防水（20年经验）13529007709
●25年专业技术防水公司13095339567

● 望 望 家 政 18288656198
●兴洁家政，价格从优18725094787
●家诺家政 64153300

二手回收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65398896 梦想家政，地毯，沙发灯

●蓝月亮保洁 66922420

管道疏通
●疏通抽粪改管高压洗管13888050128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家政服务

●疏通抽粪清沟 68333000、65111999生活服务
广告
热线：63306561

●太标同乐皇明太阳能空气能净水64631083
太阳能●优价疏通 65333319、64100444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特别提醒：

更多生活服务
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
生活服务频道

https://www.yndfl.com/ynsht/

在接到市民反馈后，昆明红云街道办
立即联合相关部门到现场勘察，根据整个
道路的破损面积有2200平方米左右的实
际情况，制定了具体修复方案后开始实施
修复。10月29日，项目进行了交工质量
检测，现已顺利交工投入使用。

近日，记者进行实地走访时发现，如
今的长虫山一改往日的崎岖难行，已经变
得平坦且通畅。不仅收获了登山常客的
满意称赞，更是吸引了不少新游客。大家
结伴登上长虫山，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
边感受长虫山的历史文化底蕴，方便游玩
之余，更是促进了人们对长虫山徒步、骑
行或是自驾游的兴趣。

经常来长虫山的王女士表示：“之前
路太难走了，90%是坏路！但风景真挺
好，因此我们在未修路之前一个月来此游

玩一次。现在路修好了，我和同伴一两周
就会来一次。”

“之前听说路太难走了，我们上了年
纪的人再想来也走不了那路（旧路）。”谢
老先生和妻子是第一次来长虫山进行徒
步攀登的游客，得知道路现已全部建成柏
油路，才来长虫山玩的。

周先生开车带着妻子和女儿来此自驾
游，他们表示也是第一次来玩，周先生担心
无法驾车上山，知道道路可完全通车后，周
先生一家三口放心地驾车向山顶驶去。

本报记者 刘嘉 实习生 索泽睿
赵涌雯 陈红岭 丹増嘉措 摄影报道

近日，昆明滇池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
公司与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
花卉研究所达成意向，拟通过
分为短、中、长的5年三期项目
建设，将瀑布公园打造成国内
首家高山杜鹃主题公园，形成
景观、绿植、服务三位一体的主
题公园规模。

10月21日至31日，昆明瀑
布公园启动了高山杜鹃移栽工
作。目前，该公园内一共移栽了
483株云南省独立研发高山杜
鹃，由瀑布公园进行现场管护。
其中包括“红粉佳人”63株，“粉
千金”209株，“诺娃”113株，混
合品种100株。
本报记者 孙琴霞 实习生 李罡

经历了短暂的降温，这个周末，昆明
又可以沐浴在秋天和煦的阳光中。秋高
气爽的周末，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新一
股冷空气已经在酝酿之中。

省气象台昨日发布天气预报，受冷空
气影响，预计11月17日至18日滇东、滇
中将先后出现明显降温，并伴有降水天
气。冷空气最强影响时段是下周一（18
日），滇中及以东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
6-8℃，局地下降10-12℃，滇中东部、滇
东有小雨，其中昭通高海拔地区还将出现
雨夹雪或小雪。本次冷空气将于11月19
日下午减弱东退，我省中东部的天气状况
好转，气温逐渐回升。

在本周六及周日白天，昭通北部、曲
靖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阴天间多云
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从最新的天
气预报看，昆明主城区都是晴天，最高气
温22－23℃左右，温差保持在15℃左右。

本报记者 孙琴霞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获悉，16
日至20日红河州州庆放假期间，每天16
趟重联动车组往返于昆明至蒙自之间，日
增加客座7200座，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在昆
（明）玉（溪）河（口）线持续推进客运设备
设施改造升级，互联网自助售（取）票机、
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自动检票闸机、按
摩座椅、全天候直饮水机、无障碍厕所等
新设施设备在各客运站相继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孙江荭 通讯员 刘昊亮 王莉

16日至20日
每天16趟重联动车组
往返于昆明蒙自之间

11月 14日，昆明石泸高速
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石泸高速（昆明石林至红河泸
西）拟定于 12 月正式通车，并
就石泸高速联网收费收集意见
建议。

据介绍，石泸高速公路计划
收费年限按30年，收费方式拟采
取客车按照车型收费、货车实行
计重收费的模式。拟申报收费标
准为：普通路段客车0.5元/车·公
里，货车 0.09 元/吨·公里；500
米以上隧道桥梁客车1.4元/车·
公里，货车0.23元/吨·公里；综
合费率客车0.734元/车·公里，
货车0.632元/吨·公里。

市民对上述收费标准如有
意见或建议，可在11月28日前，
通过信件、邮箱、电话等方式进
行反馈，反馈意见建议时需签名
并备注工作单位。

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
渡区民航路400号城投大厦10楼
昆明石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
11023249735@qq.com
电话：
0871-67272582

本报记者 孙琴霞

路面硬化完成
登长虫山方便啦

彩票开奖
中国福彩网（截至11月15日24时）
福彩3D 第2019305期
4 3 9
七乐彩 第2019131期
08 11 14 17 22 24 27 +15

排列3排列5 第19305期
4 8 2 8 8
七星彩 第19131期
8 2 4 1 3 8 9

中国体彩网（截至11月15日24时）

昆明 11月 16日 晴 最高温23℃

早在2017年时便有市民反映，长虫
山上山一段主路非常破烂，无论骑行、
徒步还是开车，行走都十分困难，同时
存在着不少安全隐患。本想一睹长虫
山芳容，岂料路面坑洼，真是大煞风
景！路面坑洼不平，满是被碾碎的沙
石，车辆在行驶中整个车身都格外颠

簸，还扬起阵阵黄色沙尘。路人在满是
扬尘的路上艰难行走，骑自行车的市民
也被漫天飞舞的灰尘包围。有市民介
绍，长虫山主路上有一段路格外难走，
特别是下雨时，满是泥泞，路面还很滑，
轿车开不上去，有车下山的话，对车或
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瀑布公园拟打造为
高山杜鹃主题公园

石泸高速拟下月通车
联网收费收集意见

珍惜周末阳光
周一气温“跳水”

旧路情况 漫天黄沙满地碎石 市民直呼“煞风景”

修复之后 平坦通畅灰尘全无 市民大加称赞

未修前未修前

修好后修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