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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在促进自然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自然资源资产底数不
清、所有者不到位、权责不明晰、权益不落实、监管保护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
致产权纠纷多发、资源保护乏力、开发利用粗放、生态退化严重。为加快健全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现提出该意见。

数字报 www.yndaily.com

团结奋斗逐梦美好明天

陈豪与独龙江乡干部群众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精神时强调

独龙族：
整族脱贫
一跃跨千年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
切关怀，党和国家的关心
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独龙
族干部群众加快发展、脱
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独
龙江乡一跃跨千年，发生
了 历 史 性 的 巨 变 ：2018
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2859.96 万元，农民人均
纯 收 入 6122 元、同 比 增
长 23.5%。全乡建档立卡
贫困户 611 户 2297 人已
全部脱贫，独龙族实现了
整族脱贫。
见第二版

本报讯 截至 4 月 13 日，省委
10 个巡视组完成对 28 个贫困县、2
个省直部门的进驻工作，十届省委
第七轮巡视全面展开。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第七轮分
别对巧家县、大关县、会泽县、元阳
县、绿春县、金平县、红河县、屏边
县、泸西县、贡山县、福贡县、兰坪
县、武定县、永胜县、宁蒗县、丘北
县、富宁县、广南县、墨江县、澜沧
县、镇沅县、弥渡县、云龙县、剑川
县、沧源县、耿马县、双江县、陇川
县 28 个贫困县开展专项巡视，对
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开展减税
降费专项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
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巡视办有关负
责同志出席巡视进驻动员会，传达
省委书记陈豪的重要讲话精神，对
做好本轮巡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省委巡视组组长通报有关工作安
排，就即将开展的巡视工作提出具

众孔剑伟、肯玉珍家中，
详细询问生
巨变，记载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
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牢记总书记
记对独龙江乡、对独龙族群众深切
嘱托，巩固脱贫成效，提升村容村
关怀的历史画卷，让我们更加深刻
貌，倡导文明新风，
把家乡建设成鲜
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
花盛开的美丽村庄。
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陈豪与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
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奋斗优
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独
势，更加坚定了‘四个自信’。”陈豪
龙江乡群众的回信精神。独龙江乡
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党中央和习
党委汇报了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
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树牢
“四个
精神、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工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开展
作情况。老县长高德荣和独龙族群 “幸福思源、脱贫感恩”教育实践活
众 代 表 龙 德 成、孔 爱 英 等 先 后 发
动，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高德荣老
言，用朴实的语言和真切的情感，
县长的宝贵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永
畅谈独龙江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表
远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达对党中央、总书记的感恩之情和
永远拥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戴
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戴习近平总
豪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字
书记。
里行间饱含着对独龙族群众的关
陈豪要求独龙江乡干部群众以
心厚爱，溢于言表的是让各族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动力，发
都过上好日子的诚挚心愿，充分体
扬脱贫攻坚中形成的自力更生、奋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民、爱民、为
发图强好作风，马不停蹄地实施好
民的人民情怀，深刻彰显了共产党
乡村振兴战略，同心协力建设好家
人的政治担当，全省各族干部群众
乡、守护好边疆。
在培育特色产业上
备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下功夫，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发挥农
既是对怒江州、贡山县和独龙江乡
民专业合作社作用，多渠道增加群
及独龙族同胞的极大鼓舞，也是对
众收入，不断提升农业产业的规模
云南各族干部群众的极大鼓舞和
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在建设特
奋斗指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色小镇上下功夫，
认真抓好规划、建
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的回
设、管理，顺应自然融入山水，保留
信，牢记领袖亲切关怀，共创更加
独龙江的原生态和神秘性，
打造
“魅
美好生活。
力独龙、生态典范、和谐人居、边陲
“独龙族整族脱贫是全国脱贫
明珠”
独龙风情小镇；
在发展旅游产
攻坚工作的缩影。独龙江乡的发展
业上下功夫，
把独龙族民族文化、风

情、饮食、自然资源禀赋加快转化为
旅游产业，加大美丽公路和美丽乡
村建设力度；在保护生态环境上下
功夫，
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的理念，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好独龙江的生态环境，像保护独龙
族文化遗产一样保护好独龙江的青
山绿水蓝天；在推动社会事业上下
功夫，
持续办好教育事业，
大力推进
乡、村卫生事业建设，
健全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树立健康文明
的农村社会新风尚；在推进乡村治
理上下功夫，教育引导乡村干部群
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进一步完
善基层组织社会治理体制，确保边
防巩固、边疆安宁。
陈豪要求怒江州委、贡山县委
和独龙江乡党委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
加强组织、队伍、作风建设，
团结
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共同
奋斗，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
强有力，为独龙江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
陈豪表示，
省委、
省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独龙江乡加
快发展，帮助独龙族群众为建设好
家乡、守护好边疆同心同德团结奋
斗，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豪一行还来到独龙江乡中心
卫生院，
了解医疗保障等情况。
赵金、刘慧晏、陈舜参加。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田静 李寿华）
4 月 14 日，省委书记陈豪来到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同独
龙江乡干部群众一起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精
神。
他强调，要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建设好家乡、守
护好边疆的强大动力，以更大的信
心、更大的干劲、更大的勇气，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进入
全面小康社会，同心协力共创更加
美好的明天。
沿着怒江大峡谷一路行进，两
岸雪山延绵森林葱郁。穿过 2014 年
贯通时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祝贺的高
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陈豪一行
来到了沉浸在喜悦之中的独龙江
乡。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啦！”
乡政府
小广场中心的板墙上，用大红底色
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
众的回信全文。总书记对独龙族人
民的关怀厚爱传递到独龙江乡村村
寨寨、家家户户，发自内心的幸福，
洋溢在乡亲们的笑脸上。
“美丽的独龙江哟我可爱的家
乡哟，插上了高飞的翅膀，靠的是伟
大的共产党……共产党领路朝前
走，道路越走越宽广……普丽普腊
（子子孙孙）哟跟党走！”
孔当村腊配
村民小组党群活动室里传来《独龙
人民跟党走》欢乐的歌声。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
还在后头！”
陈豪一行来到独龙族群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
”
习近平总书记给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
的回信，鼓舞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
斗、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
力创造各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团结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就要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独龙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的沧桑巨变，证明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党的坚强领
导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也证明了各民
族只有上下齐心、众志成城才能加快发展
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
凝聚团结之力，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
协调
各方的作用，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来引领和推动改革发展，做到坚定信心不
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落实责任不松劲，
转变作风不懈怠，
真抓实干勇拼搏，
激励边
疆各族人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为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团结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就要始
终坚定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兑现
庄严承诺的信心和决心，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鼓足了干劲。
我们
要继续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
展，扩大高水平开放，继续打好三大攻坚
战，把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工作进行到底，努力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为决战脱贫攻坚、
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团结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就要始
终弘扬奋斗精神。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美
好的明天来自不断的积极进取。
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要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把总书记的
嘱托转化为奋斗精神和前进动力，
立足岗位
履职尽责、
甘于奉献担当实干、
围绕中心开
拓进取，
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
谋长远、
抓关键、转作风、重实干，在解决突出问题
中实现战略突破，
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决不辜负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和嘱托，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重要精神转化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
大动力，
坚定信心、
再接再厉、
奋发图强，
鼓舞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协
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推动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兑现向党中央和全省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如
期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创造各族人民更加美
好的明天，
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
“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
子 ，是 我 一 直 以 来 的 心 愿 ，也 是
我 们 共 同 奋 斗 的 目 标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独 龙 江 乡 群 众的回信
润人心田，催人奋进，深深打动着
云岭大地的各族儿女。人们从回
信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对各族群众的真挚关怀
和深切牵挂，激发起各族群众携
手同心，奋发图强，建设好家乡、
守护好边疆的无穷力量；纷纷表
示 要 凝 心 聚 力 ，共 同 奋 斗 ，让 民
族团结之花在云岭大地绽放得
更加绚烂多彩。

铆足干劲
用勤劳创造美好生活
13 日清晨，贡山独龙族怒族
自治县独龙江乡龙元村委会主
任孔秀宏早早地就进组入户，给

独龙族群众送去挂联单位印制
的总书记回信，并用独龙语进行
传达。
“我们独龙族人民能够住上
安全稳固的房子，有了脱贫致富
的产业，喝上干净的山泉水，过上
吃穿不愁的好日子，全靠党的好
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
怀。”孔秀宏激动地说，大家学习
了总书记给乡亲们的回信，特别
兴奋，干劲十足，都说要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转变观念，辛勤劳作，
把草果、重楼、羊肚菌等特色产业
发展好，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习
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迅速传遍了基
诺山的村村寨寨。13 日，景洪市基
诺山乡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总
书记回信。新司土村党总支书记
飘布鲁用基诺语在会上宣读了回

信，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边听一边
记笔记。
“大家听说习总书记给独龙
族同胞回信了，特别兴奋，说也要
给总书记写信，告诉总书记基诺
族 也 实 现 整 族 脱 贫 了 。”飘 布 鲁
说，通过精准扶贫，基诺族群众已
经从以往的封闭、保守、落后，走
上开放、包容、发展的新天地。
“今
后我们要继续甩开膀子实干、苦
干，与其他兄弟民族同步走在谋
发展、求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道路上。
”
党的好政策让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陇川县户撒乡阿昌族人
民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乡里变化最大的要数户早
村。过去，户早村是‘男人不敢娶、
女人不敢嫁’的穷地方。”户撒乡
纪委书记尹永香说。
下转第四版

重整行装再出发
——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全部进驻
体要求；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作表态讲话。
据悉，第七轮巡视是省委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
足巡视工作职能定位，结合我省实
际，统筹考虑作出的决定。
脱贫攻坚
和减税降费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提出明
确具体要求。
对贫困县、相关省直部
门开展专项巡视，是省委向中央巡
视工作对标对表进行的一次“全方
位扫描”
和
“全面政治体检”
，
是坚决
落实
“两个维护”
根本政治任务的具

昆明地区天气预报：白天

阵雨 西南风 3 级 14-26℃

夜间

体行动，是抓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减税降费重大
决策部署在我省不折不扣得到贯彻
落实的重要举措。
根据要求，巡视组将牢牢把握
政治巡视定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全国两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
对被巡视党组织开展
“政治体
检”。巡视贫困县期间，巡视组将突
出问题导向，
盯住关键少数，
查找政
治偏差，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和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上
阵雨 西南风 2 级 12-22℃

轮巡视整改情况等方面，聚焦脱贫
攻坚这个重点，同时将中央第十二
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选人
用人情况、巡察工作开展情况、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和领导干部
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
问题等纳入巡视监督范围；通过开
展巡视监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为我省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
保障。
下转第四版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进驻一
览表》见第四版

＞发行服务：0871－64148886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重要精神
——

牢记总书记亲切关怀殷殷嘱托
同心协力共创更加美好的生活

团结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牢记总书记嘱托

见第三版

昭通找准病根再开药方

重拳出击拔
“伞”
除
“瘤”
本报讯（记者 陈云芬 通
讯员 朱鹏） 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昭通市纪检监察
机关严查快处了一批问题线
索，
拔掉了一批
“保护伞”
，
并依
法严惩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
充分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有黑
必扫、有恶必除、有腐必肃、有
“伞”必打的坚强决心，极大鼓
舞了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作斗
争的信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
点赞叫好。
挖毒瘤，
除顽疾，
必须找到
病根，开好药方。为此，昭通市
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了多个工作

组，深入 11 个县（市、区）进行
调研，一方面搜集相关问题线
索，一方面找出黑恶势力猖獗
的根本原因。
工作组发现，
一些
地方干部思想认识有偏差，部
门联动协作不紧密，纪检机关
执纪问责力度不够，办案干部
能力与工作不匹配，少数党员
干部不担当、不作为，
致使涉黑
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
问题难以
迅速、及时、有效查实，以致有
的地方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欺压
百姓、破坏营商环境、侵蚀基层
政权长达 3 年、5 年甚至更长时
间，
十分猖獗。 下转第三版

广南排查问题线索 23 件
本报讯（记者 黄鹏 通讯
员 农玉国 韦海涛） 广南县坚
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
合起来，强化监督、严肃问责，
坚决打击黑恶势力背后的
“关系
网”
和
“保护伞”
，
一季度共梳理
排查扫黑除恶问题线索 23 件。
该县纪检监察机关把利用
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强揽
工程、欺行霸市、操纵经营黄赌
毒、非法高利放贷、插手民间纠
纷、阻碍执行公务、公职人员充
当“保护伞”等作为聚焦点，加
大深挖彻查力度，实行扫黑除

恶问题线索集体研判制度，对
重点问题线索加强督导督办，
运用直查快办、重点督办、提级
办理等方式，
排除干扰阻力，
提
高处置效率，
确保一查到底。
利用
“清廉广南”
微信公众
号、县电视台等媒体，
发布举报
电话、公开信、公告，畅通举报
渠道；
利用巡察监督、基层走访
等形式，
走村入户访民情、察实
情，重点摸排农村基层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受理有关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的
举报反映；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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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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