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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静 张寅 唐薇
左超） 7月17日上午，由中宣部、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组
织的“时代楷模”杜富国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团在昆明举行报告会。报告
团成员与云南各界青年代表进行座
谈交流。

杜富国是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
战士，先后1000多次在雷场出生入
死，排除 2400多枚爆炸物，2018年
10月11日随队参加排雷作业时，为
保护战友身受重伤，失去双眼和双
手。受伤后，他忍着巨大疼痛，依然
勇敢乐观，坚持各项康复训练。他先
后获得“全国自强模范”“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和陆军“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标兵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
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省委书记陈豪会见了杜富国同
志等报告团成员。

“一名 90后的年轻战士，胸中
装着使命，双肩担着责任，以生命践
行着初心和使命。这种英勇无畏的
牺牲精神和勇于担当的责任精神令
人十分钦佩，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
习！”陈豪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杜富

国同志及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报
告团成员表示欢迎和感谢。

杜富国和部队官兵还记得，
2016年春节前夕，时任省长、省扫
雷领导小组组长陈豪专程到麻栗坡
县扫雷排爆任务前线调研考察，看
望慰问杜富国所在部队官兵。回忆
起这段经历，陈豪深情地说，长期以
来，扫雷部队官兵传承“老山精神”，
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为守
护边疆人民生命安全作出了巨大贡
献。涌现出杜富国同志这样的先进
典型，源于部队官兵坚决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
事业的具体实践。杜富国同志是用
生命担当使命的新时代英雄战士，
也是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锻炼成长
起来的“时代楷模”，是人民军队的
光荣和骄傲，是云南的光荣和骄傲！

陈豪表示，杜富国同志危急时
刻冲锋在前，“让我来”的英雄壮举，
充分反映了他胸中始终装着共产党
员的初心、肩上始终担着共产党员
的使命，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了初心使命。我们学习杜富国同志
的先进事迹，就要学习他对党忠诚、
听党指挥的政治品格，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学习他
用生命践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忠贞誓词的崇高境界，真
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守根
本宗旨，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
使命任务；学习他积极奋发有为、砥
砺过硬本领的进取精神，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
者。当前，云南正处于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学习杜富国同志先
进事迹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

“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精神，以实际行动弘扬

“让我来，勇担当”的精神品质，共
同创造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

报告会上，陆军原某扫雷大队
大队长陈安游、杜富国的父亲杜俊、
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刘新未、
麻栗坡县干部龙芸偲，分别以“用生

命担当使命的新时代英雄战士”“从
军报国无上荣光”“生死兄弟，青春
榜样”“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为题，从
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的生动故事。杜富国同
志做的题为“让我来，是我无悔的选
择”的报告，以一句句铿锵有力、积
极乐观的话语，生动诠释了英雄战
士的忠诚奉献，反映了部队官兵传
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昂扬
风貌，让现场听众深受感动、深受教
育，现场一次次响起热烈掌声，经久
不息。

报告会后，多位青年干部职工、
部队官兵代表与报告团成员进行了
座谈交流，充分表达了我省各界青
年致敬英雄、学习英雄，在杜富国同
志先进事迹鼓舞下履职尽责、努力
奋斗的坚定决心。

省领导赵金、刘慧晏，驻滇解放
军领导魏文波、王德波参加会见并
出席报告会。

省直机关干部、在昆企业单位
青年代表、昆明市各界代表、驻滇部
队官兵代表近 1500人参加报告会
或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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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杜富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昆举行
陈豪会见报告团成员

弘扬“让我来，勇担当”的精神品质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今年
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采取一系列新部署新
举措，农业巩固提升、工业较快增
长、投资企稳回升、消费市场平稳
发展，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7
月 17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1-6 月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7957.43亿元，同比增长 9.2%，比
全国高2.9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的增长情况看，上
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789.70亿元，同比增长5.3%，比全
国高2.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现增
加值 3129.12 亿元，同比增长
11.5%，比全国高5.7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4038.61亿元，同
比增长7.9%，比全国高0.9百分点。

从农业经济情况看，全省农
业发展平稳，粮食蔬菜丰收在望。
上半年，全省克服了前期高温少
雨的极端气候，粮食蔬菜种收平
稳，夏粮生产稳定，蔬菜种植面积
达638.68千公顷，同比增长4.6%，
蔬菜产量1139.92万吨，同比增长
5.9%。全省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
值801.97亿元，同比增长5.3%。

今年以来，全省工业经济持
续保持较快态势。上半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9%，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0.9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 4.9个百分点，
排全国第1位。从三大门类看，全
省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0%，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加值增长18.9%。从主要行业看，
烟草制品业增长 4.6%，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7.4%，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4.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13.6%，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增长 12.6%，农副食品加工业增
长9.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增长8.2%，非烟工业合计增
长13.2%。从企业效益看，1-5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5726.77 亿元，同比增长
10.7%；实现利税总额 1085.47亿
元，同比增长21.9%，

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上
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 9.1%，增速较 1-5
月加快 3.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3个百分点，排全国第 8位。从
重点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扭负为正，同比增长1.3%，较1-5
月回升3.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同
比增长 30.2%，回升 4.9 个百分
点；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9.8%，回
升6.3个百分点。

从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看，
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541.08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较 1-5月加快 0.1个
百分点，比全国（8.4%）高 2.5个
百分点，排全国第3位。

下转第二版

上半年全省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

本报讯（记者 朱丹）今年以
来，省市场监管局不断整合许可
事项，推进行政许可改革，26项
行政许可业务已下放基层办理。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自3月1日起，省市场监管局调整
登记管辖权限，仅保留法律法规
规定须由省局登记的企业。下放
冠“云南”行政区划企业名称核准
权限。申请冠“云南”行政区划企
业名称核准权限，由省局核准调
整为省、州（市）、县（市、区）企业
登记机关均可核准，全省名称自
主申报全面推开。下放省局已登
记企业，按照简政放权的要求，将
省局已登记企业分三批逐步迁移
至企业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登记
机关。截至目前，总下放企业数合
计8488户。

为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

得好”，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关
于委托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并向社会发布公告，明确自 6
月 1日起，委托下放涉及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特种设备行政
许可等26项（含主项、子项）至州
市市场监管局。目前，各州（市）市
场监管局已开始办理委托下放的
26项行政许可业务。

截至 5月 31日，省市场监管
局行政审批业务窗口共核准内外
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注销、股
权质押等企业登记事项1832件，
发放营业执照 985件，办理股权
冻结等司法协助 139件，办理企
业迁移登记35件，办理特种设备
生产单位许可 107件、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含换证）11
批次 1723 证，工业生产许可证
107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432件、计量行政许可225件。

省市场监管局着力深化改革

下放26项行政许可业务

本报讯（记者 张帆） 由省
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省绿色环境
发展基金会等 13家社会团体和
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我省首个
野生动物保护网络——滇金丝
猴全境保护网络，7月 15日在香
格里拉市成立。

该保护网络第一次尝试建
立政府管理机构、社会公益组
织、科研机构以及地方民间团体
广泛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滇金丝猴种
群及其栖息地保护。滇金丝猴全
境保护网络运行将实行政府管
理机构主导、公益组织筹资、公

众和企业参与、科学家指导、保
护机构组织实施的可持续保护
策略，旨在实现全域滇金丝猴种
群健康增长，同时惠及滇西北和
藏东南生物多样性及横断山系
原始森林的保护。

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建
议将每年 7月 15日设立为“金丝
猴日”，网络将借助已建立的“滇
金丝猴 3000+”专项基金，在省林
业和草原局指导下，组织落实并
实施《滇金丝猴保护行动计划》
相关项目，突出猴群巡护管理、
种群数量监测、栖息地保护与恢
复等方面内容。

我省成立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

习 近 平 会 见 2019 年 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

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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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乡楚雄
见第八版

本报讯（记者 张寅 侯婷婷）
7月17日晚，以“礼赞新中国·奋
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
聂耳音乐（合唱）周在云南省大
剧院开幕。

开幕式后，举行了“国歌唱
响新时代”交响合唱音乐会，音

乐会由“山水的呼唤”“在新中国
的怀抱里”“我们的春天故事”

“走在美好新时代”“同心共筑中
国梦”5个篇章组成，来自国内外
的十余支优秀合唱团队先后登
台，结合诗歌、舞蹈等多种艺术
形式，先后上演了《妈妈教我一

支歌》《苍山歌声永不落》《祖国
颂》《再唱山歌给党听》《爱我中
华》《我爱你中国》《毕业歌》等
精彩曲目，以一首首大家耳熟能
详的歌曲歌唱聂耳精神、歌唱伟
大时代，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献礼。 下转第三版

第六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开幕

英雄是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去年以来，“时代楷模”杜富国

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全
国各地广为流传、感人至深。昨日
在昆明举行的杜富国同志先进事
迹报告会，让我们再一次收获了感
动、接受了精神洗礼。全省上下要
通过学习英雄、宣传英雄、致敬英
雄，掀起学习榜样的热潮，凝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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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磅
礴力量。

杜富国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
新时代英雄战士，也是在云南这片
红土地上锻炼成长起来的“时代楷
模”。他始终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
中，把使命和责任扛在肩上，用一

次又一次的“让我来”，挺身而出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维护边
疆安宁挥洒热血。杜富国同志的先
进事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守初
心、勇担使命，冲锋在前、舍我其
谁，直面磨难、顽强不屈的新时代
英雄战士形象。他用“让我来，勇担
当”的精神品质书写了一曲感人肺
腑的时代壮歌。当前，全省上下正
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我们要学习杜富国同志
崇高的精神品质，不断提升自我，
汲取前行的力量。

“让我来，勇担当”的精神品
质，体现在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
上。杜富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
代革命军人坚决听党指挥、对党绝

对忠诚的铿锵誓言。我们要学习杜
富国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政治品
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
渝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捍卫者。

“让我来，勇担当”的精神品
质，体现在为民奉献的家国情怀
上。杜富国用自己的行动在雷区
清扫出安全地带，用自己的涉险
换来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们要
学习他用生命践行入党誓言的崇
高境界，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
使命任务。

“让我来，勇担当”的精神品
质，体现在敢于担当的进取精神

上。杜富国从扫雷专业“门外汉”到
“专业通”，付出了超常的汗水和努
力；他处处叫响“让我来”，在任务
面前当仁不让，越是危险越挺身向
前。我们要学习他积极奋发有为、
砥砺过硬本领、敢于担当尽责的进
取精神，勇做时代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
代。全省上下要把学习杜富国同
志先进事迹作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对照
先进典型立标杆、找差距，“让我
来，勇担当”，大力弘扬“跨越发
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
先”精神，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秋明李秋明 周灿周灿 摄摄

工业经济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比全国高

2.9个百分点

1至6月

7957.43亿元

同比增长

9.2%
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

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携笔从戎
人生更精彩
——致全省大学毕业

生朋友们的一封信

见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