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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心声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记者 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
总理菲利普。
习近平欢迎菲利普访华，
指出马克龙总统和总理先生在
半年内相继访华，体现了法方
对发展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中法关系的高水平。当
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不断丰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25 日 电 近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
充
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完善治
理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
众，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

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禁毒委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主动作为、
攻坚克难，推动禁毒工作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

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
防为先，
重点针对青少年等群体，
深
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
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在全社
懈。
要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加大重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毁
1987 年 12 月，
第 42 届联合国大
制贩毒团伙网络，深挖涉毒黑恶势
会决议，正式将每年 6 月 26 日定为
力及其“保护伞”，铲除毒品问题滋 “国际禁毒日”
。
今年国际禁毒日，
我国
生蔓延的土壤。
要坚持关口前移、预
的宣传主题是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扎实做好新时代云南对外工作
陈豪主持
本报讯（记者 田静 张寅） 昨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精神上来，扎实做好新时代云南对
外工作，为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篇章作出新贡献。
省委书记陈豪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
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
世界发展大势，全面总结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和实践经验，系统阐明新时代

为您导读

全省第四轮禁毒
人民战争深入推进
去年全国禁毒工作综
合考评云南位列第一
见第 4 版

云关注·走进文山
见第 9 版

云关注·走进勐海
见第 10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科学
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做好对外工作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开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明确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充分认识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切实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
中央对外工作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
得到有力贯彻执行。
会议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大局观、角色观，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和
“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
交理念，抓住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重要机遇，主动服务和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用好交流合作
平台，加快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

通，促进开放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要加强党
的领导，
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
构
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
作大协同局面，提高外事干部队伍
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进一步开
创云南对外工作新局面。
会议听取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
认识开展这项专项斗争，关乎社会
安全稳定，关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
关乎政治生态净化，
聚焦
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
严把法律政策界
限，把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作为

衡量专项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准，用
扫黑除恶实际战果回应党中央要求
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要坚持边扫边
治边建，
抓好基层政权建设、民主法
治建设，
加强群众法治宣传教育，
从
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筑
牢防黑防恶堤坝。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勇于担当、敢于碰硬，
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坚决履行好扫黑除恶的重
大政治责任。
会议听取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
报，
审议并原则通过《云南省毒品问
题严重地区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实
施细则》。会议指出，自 2016 年开展
全省第四轮禁毒人民战争以来，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禁毒工作成效显
著，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下转第四版

省政府召开第 10 次常务会议
阮成发主持
本 报 讯（记 者 陈 晓 波） 昨
日，省长阮成发主持召开第十三
届省人民政府第 10 次常务会议，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及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
第 5 届南博会、第 25 届昆交会、第
1 届南亚合作论坛和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等工作汇报，研
究部署旅游转型升级、农村危房
改造、迪庆怒江脱贫攻坚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为鞭策，进
一步提高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
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结合云南实
际，突出工作重点，加强部门协同
衔接，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具体的
措施，切实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和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等，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要立查立改、一改到底，加大
力度、持续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移交线索和问题的整改落
实，不能有丝毫含糊；举一反三、
由点及面，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为契机，全面梳理存在
问题；深刻反思、由表及里，深挖
根源，切实解决思想、作风、体制、
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压实属地管
理责任，推动从严执法，着力构建
污染防治常态化机制，真正把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牢牢抓在手里。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
进一步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
认真落
实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
抗癌药降价等措施，让人民群众
用得上、用得起好药。下转第四版

着力打造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云岭铁军系列评论 ⑦

云祖轩

昆明地区天气预报：白天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文明、稳边守边固边、推动跨越发
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
展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加大宣
精神支柱。
弘扬担当作为的良好风
传力度，
使广大干部在奋勇搏击中
气，必须从坚定理想信念入手，坚
收获鲜花和掌声，
以更加强烈的成
持不懈带头学深弄懂做实习近平
就感、
荣誉感推动更多干部以担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真
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在全
正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 社会形成鼓励担当作为、
崇尚苦干
学出使命担当。
实干的良好风尚。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好风气
人人都是环境，个个都是生
需要榜样引领。有了良好的风气， 态。有人人担当作为的小环境，才
干部队伍就能出凝聚力、出战斗
会有开创事业的大气候。
好的风气
力，
就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反之， 需要好的政治生态涵养。
要把想干
就会人心涣散，甚至出各种怪事、 事、
敢干事，
善担当、
敢担当的清风
邪事。
要把
“跨越发展争创一流，
比
正气扬起来；把得过且过、不思进
学赶超奋勇争先”
精神作为对全省
取，畏难不前、贪图享乐的恶习坚
干部干事创业的总要求，
牢牢抓住
决摒弃。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
干部想干事、敢担当、能作为这三
数 ”要 聚 焦 干 部 动 力 不 足“ 不 想
个关键点，
选树一批在全省决战脱
为”、
能力不足
“不会为”、
担当不足
贫攻坚、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生态
“不敢为”等突出问题，系统谋划、

阴有中雨 偏南风 2 级 17-23℃

夜间

多云有阵雨 偏南风 1-2 级 18-20℃

综合施策，
抓住影响干部积极性的
关键症结，
着力将干部选育管用的
各个环节衔接起来，将政治教育、
思想引导、待遇保障、人文关怀等
方面贯通起来，注重政治上激励、
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
关怀，推动构建风清气正、担当作
为的良好生态。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
者、
搏击者，
而不会等待犹豫者、
懈
怠者、畏难者。大力弘扬担当作为
之风，
激浊扬清、
正本溯源，
必将把
全省各级干部的心思和精力凝聚
到改革发展和干事创业上来，
必将
为担当有为者注入奋发有为的
“强
心剂”
，
激励各级干部勇担当、
善作
为，
把心中的点点热火化作改革攻
坚的燎原之势，
让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在云岭大地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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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玉龙

天还没亮，福贡县鹿马登乡鹿马登村党总支
书记普叶早就睡不住了。
他早早起床，
在村前村后
看过一圈，
就急急忙忙地召集党员开会，
筹谋往后
两三个月的种植和管护。
“昨天已进夏至了，一年过了一半，该种的要
尽快种，种下的管护采收好。不然，猴年马月都脱
不了贫。
”
催促自己，
也在
“催促”
别人，
普叶早坐都
不敢多坐。
鹿马登村由依山而居的 10 个自然村组成，分
为 14 个村小组，村里居住的多是傈僳族和怒族群
众。3 年前，村里 700 家农户 2550 多人中有大半极
度贫困，
村集体没有一分收入。
如何找到发展之路，
助力群众走出贫困，
一直是党员干部关心的话题。
2016 年，鹿马登村“两委”换届，新一届村级
班子开始履职，
依托
“兴边富民、整村推进”
扶贫惠
民工程的实施，该村发动了“党建带扶贫，扶贫促
党建”
的脱贫发展攻坚战。
破解户均耕地面积不足 0.5 亩，全村产业薄
弱，生产力水平较低，缺少增收渠道等难题，村党
总支发动党员干部，带领各族群众在村前村后植
树造林，种下核桃、茶树等林果经济作物 3000 多亩，并结合地理和气
候资源条件，分区域培育林下草果、中蜂养殖和中草药材等经济产
业。两年多来，村党总支 50 多名党员干部起早贪黑，团结带领各族群
众，在到处是石头、生态环境脆弱，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的陡
坡上苦战，将贫瘠的山坡改造成生机盎然、孕育着绿色财富的生态产
业基地。
走进鹿马登的 10 余个自然村，记者看到：房前屋后到处是茶树、核
桃林，育成的林下草果苗长得 1 米多高，草果苗的根部像聚会一样地攒
聚着一捧接一捧的红果。在一些开满鲜花的村道旁、树林边，错落有致
地安放着防风防雨的蜂箱，
采集花粉的蜜蜂在四周忙碌，
嘤嘤嗡嗡的声
音奏响了一段段和谐、自然的交响曲。
“发展产业，党员带头搞，以连片种植、集中管理、干群合作的方式
来整，形成党员带群众、互帮互助的局面了。”查看雨后林下草果的长
势，种植能手邓里夺高兴地告诉记者。2017 年，依托茶叶、养蜂、草果和
中药材等几个绿色产业，鹿马登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6550 元，全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由原来的 368 户 1431 人减少到 134 户 456
人，村集体经济也每年实现着 6 万多元收入。走过 2018 年，鹿马登村各
族群众有望全部走出贫困。
短短两年多时间，鹿马登村脱贫攻坚战就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
用当地农民友发生和迪早堆等人的话来说，得益于村党总支的几个好
办法。
下转第四版

我省持续加大对
“回头看”
投诉转办件责任追究力度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 中
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
省开展“回头看”工作以来，我
省把边督边改、责任追究作为

配合好
“回头看”
工作的重中之
重，持续加大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
“回头看”
投诉转办件责任
追究力度。
下转第五版

我省公布环保督察
“回头看”
第十一批办结案件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理当蔚然成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需要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
批担当作为的“尖兵”和“闯将”；
消除改革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
路虎”
“ 绊脚石”，需要的不是一点
半点，而是矢志不渝的担当和勇
气。只有把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干
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充分
调动起来，才能迸发出新时代云
南跨越式发展的磅礴力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信之愈
坚，
行之愈笃。
担当不担当，
作为不
作为，
说到底是思想
“总开关”
的问
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背后
是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以钢铁般的意志，一以
贯之、接续奋斗的结果。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金色七月，我们将迎
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
年。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牢记使命，
同
心共向，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在云岭大地形成榜样引领、
见
贤思齐、
干事创业、
砥砺奋进的时代风尚。
从今日起，
本报开设专栏，
集中宣传一批
云岭大地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典型事
迹，
展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坚定、
对
党忠诚，
敢于负责、
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
实绩
突出，
务实廉洁、
作风过硬，
无私奉献、
建功立
业的精神风貌，
敬请关注。

＞ 开栏的话

福贡县鹿马登村党总支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纪实
——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

齐 心 开 辟 致 富 路

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富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
的各项合作共识和协议，发挥
涵，
继续做国家间相互尊重、合
好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
作共赢、交流互鉴的典范。
加快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中
习近平强调，中法是全面
方赞赏法方愿积极参与共建
战略伙伴，双方要强化伙伴意 “一带一路”的合作，愿本着共
识，坚持相互信任、平等相待，
商共建共享原则，
实现
“一带一
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路”倡议同法国和欧盟发展战
大关切。充分发挥中法各个对
略有效对接。双方要共举多边
话交流机制和平台作用，增进
主义旗帜，
坚持公平正义，
共同
相互了解，
深化互信。
要着力深
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化务实合作，尽早落实已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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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 昨
日，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公布中
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我省办理完毕的第十一批群众
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有关
情况。

广大读者可登陆云南省人
民政府网站（http://www.yn.gov.
cn/yn_zt/hbdc/index.html）或 云
南 网（http://special.yunnan.cn/
feature16/node_84860.htm） 查
阅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转办
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云南省办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交办举报环境问题进展情况通报（十九）
见第 5 版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期间（2018 年 6 月 5
日－7 月 5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871-63886001，
专门
邮政信箱：昆明市第 98 号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为每天 8:00～20:00。

＞广告服务：0871－6415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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