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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扫黑除恶 建设善美云南

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期间（2019年4月1日-
4月30日）设立专门举报电话：0871-65235320，专门邮
政信箱：云南省昆明邮政7322号信箱。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00-20：00。

11
2019·4

星期四
己亥年三月初七

第25020期
今日12版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3-0001

邮发代号:63-1

奋 斗 的 足 迹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暖风轻抚西柏坡，又是一个春天。
70年前的3月，党中央从这个背靠太行山的小村落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同志意

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赶考”脚步。神州大地上，一幅幅壮丽的发展画卷

在描绘，一部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在书写。

见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4月 10日电（记
者 梅世雄）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访问
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习近平说，中缅“胞波”情谊源
远流长。当前，中缅关系总体向好发
展，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断扩
大，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新进
展。中方高度重视中缅关系，不管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愿一如既往同缅
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不
断丰富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内涵，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
在的利益，共同为地区稳定和繁荣
作出贡献。

习近平说，中缅军事合作是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两军要深化务实交流合作，
共同打造基于互信互利、并致力于
维护两国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两
军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支持缅国内
和平进程，关注缅北形势发展，希
望缅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进一步
强化边境管理，共同维护边境安
全稳定。

敏昂莱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拨
冗会见。他说，缅中两国有着悠久的
传统友谊，两国两军关系始终保持

良好发展。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
对缅国家和军队发展建设给予的宝
贵支持，感谢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

进程。缅方欢迎、支持并愿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缅

中边境地区稳定。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本报讯（记者 瞿姝宁） 4月
10日下午，省委书记陈豪在昆明
会见了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冯庆才率领的代表团。

陈豪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冯
庆才一行来滇参加“中国全国政
协-越南祖国阵线中央暨边境省
份组织友好交流活动”表示欢迎。
他说，近年来滇越高层交往频繁，
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云南高度重
视发展滇越友好关系，相信在中
越五省市经济走廊合作会议、云
南与越北四省联合工作组会议等

合作机制推动下，双方合作前景
广阔。云南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开放优势突出，发展势头良好、潜
力巨大。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农
业、工业、文化、旅游、教育、医疗
等方面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取得新发展。云南愿在中
国全国政协和越南祖国阵线中央
及地方组织联系交流方面积极发
挥作用。

冯庆才对云南省近年来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他说，随着越南与中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越南与
云南友好关系取得新进展和新突
破。建议双方进一步深化相关合
作机制，推动经贸等各领域合作
取得新成果。希望越北有关省份
祖国阵线组织与云南省政协进一
步加强交流交往，增进两地人民
友谊。

省政协主席李江、全国政协
副秘书长郭军、省政协秘书长刘
建华，越南驻昆明总领事苏国俊
参加会见。

陈豪会见越南祖国阵线代表团
李江参加会见

4月10日上午，云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在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红军长征纪念馆启动。 本报记者 张彤 摄

我省启动我省启动““壮丽壮丽7070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主题采访活动主题采访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记
者从 4月 10日召开的云南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系列新闻
发布会省公安厅专场获悉，自
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
涉黑涉恶团伙428个，其中涉黑
团伙79个、涉恶团伙349个，刑
拘犯罪嫌疑人5587人，查封、扣
押、冻结资产5.05亿余元。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我省公安机关坚持以线索摸
排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突破口和着力点，实现了全省
129个县（市、区）线索和战果
全覆盖；坚持将打击锋芒对准

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
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同时
将扫黑除恶与打击走私、电
信诈骗、治爆缉枪、边境整治
等重点专项行动相结合，打
掉了一批欺压百姓、侵蚀基
层政权、非法暴力讨债、跨境
绑架拘禁和“黄赌毒”“套路
贷”黑恶团伙。

在持续的高压打击态势
下，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好转。
去年，全省刑事警情接报数
同比下降 22.9%，刑事立案和
命案总数同比分别下降 12.2%
和8.6%。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大理市公安局民警孙兴
云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
和公职”“大理市公安局民警王
平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

‘双开’”……近日，大理白族自
治州密集通报了多起涉黑涉恶
腐败案件，鼓舞了当地群众同
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也充
分彰显了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
强力“破网拔伞”的决心，广大
群众纷纷点赞叫好。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有关部署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拓宽线索来源，
坚持严督实导，对涉黑涉恶案
件背后的腐败问题线索“零放
过”，深挖细查黑恶势力“保护
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
不姑息。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集中排查深挖
问题线索 3181 件，立案查处
716件，处理 443人，移送司法
机关138人。 下转第二版

我省警方打掉428个
涉黑涉恶团伙

从严监督执纪问责
强力“破网拔伞”

本报通讯员 何咏坤 赵志波 施萃珠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近年
来，我省扎实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全省修
复退化湿地 21万亩，湿地增加 22.7
万亩，总面积达到 910.2万亩，湿地
保护率提高了 7.28个百分点，达到
46.53%。

2018年以来，省林业和草原局
等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和《云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湿地
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实施意见》，
先后印发了《云南省贯彻落实湿地
保 护 修 复 制 度 方 案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编制印发了《云
南省湿地保护与修复“十三五”规
划》《云南省湿地公园发展规划
（2018-2025年）》。组织完成年度湿
地资源变化核查工作，启动第四批
省级重要湿地认定工作，认定并公
布了第三批共16处省级重要湿地，
目前，全省重要湿地增至35处。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
抓好湿地保护修复，出台《云南省省
级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办法》，全面提
升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水平，力争湿
地保护率提高到 50%以上。与此同
时，将启动“最美湿地”示范建设，开
展小微湿地示范建设。加强湿地公
园建设，完善湿地分级分类保护体
系，进一步提升国家湿地公园和保
护小区的建设管理水平。抓实湿地
保护、退耕还湿、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等项目，打造湿地保护修复亮点。

全省湿地面积
达 910.2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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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成发在临沧市调研时强调

打造绿色有机茶叶示范基地
为千亿云茶产业建设夯实基础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绍明 陈晓波）
4月 9日至 10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阮成发在临沧市调研时强调，
要提高思想认识，发挥资源优势，
打造绿色有机茶叶示范基地，增
强品牌影响力，提升产品附加值，
走出一条茶旅融合、绿色发展新
路子，为全省建设千亿云茶产业、
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夯实
基础。

临沧市是我国普洱茶、红茶
主产区之一，在云茶产业绿色发
展战略中举足轻重。正值春茶采

摘时节，阮成发先后深入双江拉
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荣康
达茶庄园、勐库华侨管理区秀美
茶园、津乔茶业有限公司、云南勐
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冰岛村老
寨、临翔区云南云茶仓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等地方和企业，看基地、
进车间、察仓库、听取茶文化特色
小镇建设情况，与茶农交流谈心，
了解茶企困难，对茶树种植、茶叶
加工、品牌打造、包装标识、营销
流通、仓储管理、质量追溯等全产
业链以及茶产业带动精准脱贫情

况进行调研。
阮成发指出，临沧市茶产业

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有较多驰名
商标和产品，产业基础扎实、发展
潜力较大，要抓住全省打造世界
一流“绿色食品牌”的机遇，瞄准
绿色、有机方向，结合“一县一
业”规划建设，因地制宜，奋力创
建从绿色到有机茶园示范基地，
积极争取有机认证、雨林联盟认
证等质量安全认证，以工业化理
念谋划茶产业发展。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张潇予）畅叙中越友谊，
共话美好未来。4月 10日，中国全国政协-越
南祖国阵线中央暨边境省份组织友好交流活
动开幕式在昆明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越南祖国阵线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冯庆才出席活动并致辞。

王正伟说，中越山水相连、传统友谊不断
深化。中国政协与越南祖国阵线的交往是中
越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友好关系
深厚，各层次来往密切，互学互鉴富有成效，
既为双方在各自党的领导下更好地承担各项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进一步丰富了中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此次友好交
流活动是落实和体现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和
会谈成果的一次具体行动，是两组织着眼促
进中越友好关系发展而共同打造的重要交流
平台和深化交流合作的重大举措。中国全国
政协愿同越南祖国阵线中央一道，继续秉持

“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
的方针和“四好”精神，保持各层次交往势头，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发挥各自优势，为推
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冯庆才说，越南祖国阵线和中国人民政
协在两国政治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
交流合作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执行两国高层领
导人所达成的共识、促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这次友好交流活动在与越南
山水相连的云南省举行，让我们亲眼目睹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对增进越中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定将受到两国领导人、地方政
府及边境地区人民的高度赞赏。希望双方通
过交流活动，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分享成功
经验，促进工作质量与效率提升，真诚培育和
增进越南祖国阵线与中国人民政协及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

云南省政协主席李江代表省政协致辞。
她说，作为中国人民政协的地方组织，云南省
政协将在全国政协的指导下，在中共云南省
委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发展与越南边境省份
祖国阵线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开展多渠道
多形式的交流活动，互学互鉴，更好地发挥地
方政协在巩固中越传统友谊中应有的作用，
为推动中越友谊再上新台阶、滇越合作再添
新动力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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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关注

绿色普洱
见第九至十一版

10日起昆明至丽江
动车开行增至6对

见第三版

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见第五版

跨越5500万光年的曝光

原来你是这样的黑洞
见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