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美丽产业兴旺

大波那是祥云县第一大村，有
2406户、9243人。近年来，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积极提升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每到一处真是让人

“眼前一亮”。
村口，有个“三坊一照壁”的白

族院落——大波那书苑建成于2013
年11月2日，藏书2.3万册，免费对
外开放。创办人是退休干部张如旺，
他说书苑要“续接薪火、传承文脉、
明慧通达、光弘桑梓”。村中，文源广
场上，青砖地面干净清爽，牌坊、文
庙古色古香，两条红幅上书写：“全
村十余俊秀重点大学登金榜，文渊
六秋砺学北大复旦破天荒。”

沿着村内平坦的毛石灌浆路
前行，主路和小巷里看不到一点垃
圾。走进“美丽庭院示范户”赵春红
家，只见窗明几净，占地2分的院子

里大部分铺上了水泥地面，一块约
5厘的土地上，不仅种着石榴树、枣
子树，还种着辣子、茄子、香葱等蔬
菜，周边用油桶装上土围起来种着
草莓。赵春红说：“我家是卖凉虾

的，任何时候都会保持干干净净。
现在家家户户都讲卫生，村里越来
越好在了。”

走进圣龙农业庄园，一排排蔬
菜大棚格外醒目，员工正在大棚里

采摘番茄。“请大家尝尝，摘下来就
可以吃，味道很好呢。”庄园负责人
刘文武介绍，公司流转土地9800多
亩，蕃茄、香葱、豌豆等绿色食品畅
销国内外。同时，带动专业合作组
织和大户种植绿色蔬菜 2.5万亩。

“过去种地 1亩产值 1000多元，现
在1亩产值约2.5万元至3万元。”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各乡
镇立足资源优势，以土地流转为突
破口，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积极发展
畜禽、蔬菜、蚕桑、特色水果、中药材
等特色农业产业。”祥云县农业产业
化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启介绍，全县
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2.95万亩，规模
化经营比重达34%，特色产业基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县高原特
色现代农业平稳快速发展，村民正
在变富，村庄正在变美。

财富在工业园区聚集

“这条生产线可以上8个颜色，
每分钟印刷长度为151米。”祥云大
宇包装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云川自
豪地介绍，公司是四川攀枝花大宇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下属的独立法
人企业，成立于 2014年 6月，总投
资 1.2亿元，拥有国内先进的七层
瓦楞纸板生产线、八色预印机、六
色高清水墨印刷机等包装印刷设
备，也是省级工业化重点企业。“公
司经营情况一年比一年好，2018年
营业收入将近2亿元。”

走在干干净净的祥云飞龙再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很难相信置身
于一个冶炼企业。湿法铅厂厂长刘
斌自豪地说：“20年来，我们从一家
作坊式的小厂成长为世界领先的现
代企业，目前获得21项国家发明专
利，2项国际专利授权，核心技术

‘湿法炼铅技术’为世界首创，‘锌萃
取技术’为国内独家、国际领先，并
实现了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

“经过 18年的建设发展，我们
的财富工业园区入驻企业79户、从

业人员近万人。2018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115.91亿元，今年1至7月实现
工业总产值 70亿元。”祥云财富工
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林军介
绍，近年来，通过创新驱动、结构调

整，园区逐步从矿冶、水泥等传统、
高污染、高耗能领域，向装备制造加
工、新型建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
新兴的优势的产业转型，成长为国
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工业
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区，也是全县招
商引资的承载区、经济发展的集中
区、财政收入的主导区。

“我们围绕打造千亿元工业园区
的总体目标，争创国家级工业园区和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张林军说，祥
云财富工业园区努力营造全州第一、
全省一流的营商环境，积极优化投资
环境，积极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
时，园区注重资金、技术、项目、人才
的“组合式”引进，推动一批产业优、
规模大、投入强、效益好的项目落地，
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长得大”。

物流业彰显区位优势

“我们每次可储存 18万吨白
糖，保障了白糖的品质和安全，客
人下单后等着收货就行了。”紫辰
物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唐大中，在
仓库外开心地看着一袋袋白糖通
过传送带送上卡车。他说：“40分
钟，我们就能装满 32吨白糖，分赴
贵州、四川、西安、甘肃等地方。”

“从签合同、注册公司到首批
仓库投入使用，我们只用了 3个多
月时间，创造了‘祥云速度’，这得
益于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唐大中介绍，2016年 8月 17日，祥
云县政府与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计划总
投资 1.8亿元、年均仓储中转量 36
万吨以上，填补了滇西标准化食糖
仓库的空白，为分步延伸建设食品
深加工等产业链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今，公司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批准成为理事会员单位，还评
为4A级物流企业。

“为什么要发展现代物流产
业？因为我们有基础和优势。”祥云
县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万丽
春说，祥云是滇西枢纽，在区位上

呈“米”字形辐射；铁路、高速公路
穿境而过，交通便捷、四通八达；大
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要求祥
云“坚持以洱海保护统领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以物流产业主导统筹全
县产业发展”，发展定位为“滇西物

流枢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国
际物流港。”

“县委、县政府着力构建以现
代物流业为核心的主导产业，打造
绿色食品制造基地、绿色高载能产
业制造基地、区域性资源聚集加工
基地和大理州东部新兴旅游度假
区、大理州现代服务业综合示范
区，推动全县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万丽春介绍，目前，全县有 61家物
流企业，其中具备运输资质的物流
企业34家，主要开展煤炭、矿石、建
材、粮食、糖、烟叶、高原特色农产
品等大宗散杂货物为主的运输、仓
储、货运代理、物流信息服务。2018
年，全县公路货运周转量 12.67亿
吨公里，铁路发送周转量4.34亿吨
公里。她对前景充满信心：“祥云现
代物流业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
机遇，必将蓬勃发展。”

学校成为亮丽风景

祥云一中建筑风格现代、简
洁，主体建筑采用连廊式设计，将
教学区、生活区、运动休闲区连成
一片，教学楼上有 8个大字特别醒
目：“诚实弘毅，追求卓越。”

“近几年来，我们的学校建设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校长曹华林
介绍，新校区占地 291.6亩，教学
楼、艺术楼等建筑面积11.9万平方
米。不算土地面积，总投资达 5.16
亿元。目前，有 112个班 5600多名
学生。

“我们秉承‘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的宗旨，
运用人文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模式和人性化教育手段，敢与强者
比，敢和快者赛，敢向高处攀。”曹
华林说，学校按划片招生，学生来
自附近的 6个乡镇，先后荣获云南

省“文明学校”、省级“文明单位”等
称号。每年，祥云一中都向高等院
校输送大学生1000余人，其中有不
少学生考入清华、北大、浙大等全
国重点大学，同时学校也为国家、

为社会、为祥云经济建设培养了大
批人才。

“县委、县政府坚持将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县最漂
亮的建筑是学校，每年考入高中、

大学的学生，没有一人因为贫困而
不能完成学业。”祥云县教育体育
局局长陈丕树说，全县的学前教育
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弱到强，
从民办到公办、从无序到规范的
发展历程，如今有幼儿园 112所、
在园儿童 11459人，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 88.52%。在义务教育方面，全
县有小学 150 所、学生 27031 人，
入学率99.96%；有初级中学17所、
学生 18967人，毛入学率 102.49%。
祥云县职业高级中学实现了“中
高职衔接”一体化办学转型，现有
在校学生 3082人。全县有公办普
通高中 2所、民办股份制完全中学
1所，在校学生 9400多人。今年高
考全县一本上线 879人，上线率为
26.75%，为全县父老乡亲交出了一
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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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王记凉粉”传承乡愁

本报讯（记者 庄俊华） 9月
11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宣传
部主办的第三届“大理十大最美人
物”发布晚会上，10名获奖者从
10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获奖者中，有乡土人才任国富、

民族团结带头人张春骅、记者黑毅
鹤、医生杨宗梅、扶贫干部汪德芬、教
师刘晓燕、工匠李兴成、洱海卫士黄
勤、民营企业家杨龙、基层干部尹何
春，他们是大理“最美人物”的代表，
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了时代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何乐琴）大理
市积极探索、巩固《全员积分管理办
法（试行）》，对全市在职在编工作人
员及全体党员实行全员积分管理。目
前，在破解干部队伍“效率低、常梗
阻、不担当、作风浮”等作风顽疾、提
升干部作风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近年来，大理市积分管理办法
采取季度积分和年度积分相结合，
由“评”党员转为“量”党员。季度积
分由考勤积分、工作积分和评价积

分组成，年度积分由季度平均积分
占 70%、年终测评积分占 15%、领
导评价积分占15%组成。对年内受
到表扬、授予荣誉称号、单位考核
排名前三名的，给予激励加分；对
个人受到通报批评、召回预警（提
醒谈话），单位考核排名后三名的，
均明确扣减分值。通过分类积分、
量化考核，标杆引导、奖优罚劣，形
成了靠制度激励约束、靠制度管人
管事的良好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崔庆菊）
“近几年来村里扶贫项目资金使用
情况如何?村间道路修缮工程是否
经过一事一议讨论决定？村里的集
体收入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开?”在
宾川县村级监察联络员老张的小
本子上，记录着村民反映和参与村
务督查发现的问题。

近年来，宾川县向 10个乡镇
派出监察室，同时在 90个村（社
区）聘任村级监察联络员 90名，

配合县乡纪委履行好监督责任，
有效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微腐败”问题。他们走村串户宣
传党纪法规，把宣传教育抓在日
常，当好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员；深
入农户，访民情、听民意、找问题，
当好信访核查员；围绕脱贫攻坚、
惠民政策等群众关注问题，参与
督查，当好作风效能巡查员；经常
向村干部敲“警钟”，当好村务监
督指导员。

本报讯（通讯员 周菊 陈春
裕）今年以来，南涧彝族自治县以
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清风讲
堂”、支部主题党日、“三会一课”以
及干部职工集中学习日等载体，练
好纪检监察干部“内功”。

该县通过领导干部上台“讲”、
名师团队专题“教”、党校熔炉集中

“训”、党员干部轮番“学”等方式，邀

请专家和机关领导班子成员、科室负
责人或业务骨干，针对问题较为集中
的内容深入讲解，不断为纪检监察干
部“补钙”“充电”，并通过视频培训、
学员分享、微信交流等方式，使培训
更具灵活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
把村级监察员纳入县乡大培训范围，
针对村级监察员职能特点，重点抓好
岗前培训和专项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琳）日
前，漾濞彝族自治县纪委监委下发
文件，在全县实行党风廉政建设包
保责任制，由各级党政班子成员分
片包保自己职责范围内分管、挂钩
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

包保责任制对承担包保责任
的党员领导干部、包保对象单位
党政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等应履
行的义务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将

包保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承担包
保责任党员领导干部绩效考核、
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
实行包保责任制，促使各级党政
领导班子成员强化责任，按照“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
工作原则，形成全县各级领导干
部作表率、分层抓落实、责任共承
担的工作格局。

本报讯（记者 庄俊华 通讯员
胡杨旸）大理海东新区建设停止后，
海东开发管理委员会多方筹集资金
1.35亿元，确保中秋节、国庆节前兑
付拖欠农民工工资及部分工程款。

“目前未完成工程项目涉及拖
欠农名工工资情况如何？”驻海开
委纪检监察组干部深入各部门和
施工企业走访调研、查阅相关台账
资料，掌握各责任单位的履职尽责
及工作开展等情况，要求各单位在

“两节”到来之际，将农民工欠薪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该纪检监察组在辖区内各大

重点工程项目醒目位置设立信访
举报箱、公布举报投诉电话，畅通
农名工信访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对
解决农民工反映强烈问题不担当、
不作为问题。同时，对反映农民工
欠薪问题线索及时受理、优先处
置，要求相关单位将工作责任落实
到人，定期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全
程动态跟踪督促各单位处置农民
工工资拖欠问题。

海开委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

漾濞县探索廉政建设包保责任制

南涧县练好纪检监察干部“内功”

宾川县聘任村级监察联络员

大理市全员积分提升干部作风

“大理十大最美人物”揭晓
祥云：“彩云之乡”竞芳菲

本报记者庄俊华文/图

祥云，闻名遐迩的“彩云之乡”。初秋时节，记者走进这片历史悠久、风光优美的土地，发现城区在

长大和乡村变美，更有城乡充满的活力与魅力……

““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启动

祥云县飞龙印刷厂祥云县飞龙印刷厂

大波那村大波那村

祥云县物流园区祥云县物流园区

祥云一中风景如画祥云一中风景如画

近日，记者采访“壮丽70年·剑
川古城变与不变”主题中的回乡创
业青年，在剑川县城里的“王记凉
粉”店看到一副木刻对联：“王记
葛府体过好东，开候茵抱整票美
旺。”恰好遇到一个忙出忙进的
年轻服务员，记者请她帮忙解释
下这是啥意思。她说，这是用白
族话写的对联，意思是“王记凉粉
只在家中卖，顾客来吃排队排到
门外”。

原来，她就是我们要采访的店
主人王荔滢。一年前她从云南民族
大学毕业，不顾亲朋友好劝阻从昆
明回乡，成为“王记凉粉”第四代传
人。“人家的儿女是往外飞，我家的

儿女是往家跑。”王荔滢的妈妈嗔
怪，做凉粉很辛苦，小王却倔强地
说：“不怕，我就喜欢做这个，你不
让我干，我都要干。”她平时凌晨四
五点钟起床，节假日三点钟就起床
干活了，如今真的顶起了店里“半
边天”。

“我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
凉粉就是我美丽的乡愁。”王荔滢
回忆，奶奶最早在西门老街牌坊下
面摆摊卖凉粉，后来在家里开店，
名气也越来越大，前年还上了中央
电视台“消费主张”栏目。

小院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树绿
花红，环境宜人。从丽江来的客人
品尝了一小碗凉粉后，连连称赞：

“软滑、爽口、有筋骨，有一股清
香。”王荔滢介绍，家里有 4个人，
还有 6个员工。如今，每天卖凉粉
七八百碗，还出售饵丝、酥油茶、乳
扇、冰牛奶等原生态食品。

从曾祖母、奶奶、母亲到小
王，从每碗卖 1角钱、3角钱、1元
钱到今天的 5元钱，一碗碗“王记
凉粉”传承着深深的乡愁。“我要
再好好磨炼几年，将来在大理、丽
江开分店。”王荔滢说，自己不想
做电商销售，凉粉在店里吃才有
氛围，要做成文化品牌店。“我们
要让客人吃上美味，同时传承白
族文化。”

本报记者庄俊华/文 黄兴能/图

“什么是NFC透明人？如何防
范？”“NFC隐私泄漏是模拟生活中
的一种黑客擦身攻击，黑客仅仅在
擦身瞬间，就可以通过 NFC读卡
设备轻松读取你的银行卡信息、身
份证号等个人隐私……要将银行
卡、身份证等重要证件放在安全卡
套中，关闭银行卡免密支付功能或
者降低免密支付额度。”

9月 16日上午 10时，大理白
族自治州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活动启动。在启动点大理
市泰业国际广场，人头攒动，观众
问得仔细，工作人员答得认真，加
上现场演示，让网络安全知识通
俗易懂、深入人心。

此次活动由大理州委宣传
部、大理州委网信办、大理州委

机要保密局、大理州工信局、大
理州公安局、大理州教育体育
局、人民银行大理中心支行、大
理州总工会、大理州妇联、共青
团大理州委和大理市有关部门
主办。活动主题是“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旨在通
过“争做好网民”现场签名、公益
广告、现场体验等多种形式，组
织和发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网
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网络
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
意识和防护技能。

据介绍，在“网络安全宣传周”
期间，大理州还将举行校园日、电
信日、法治日、金融日等丰富多彩
的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庄俊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