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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身边的初心使命
云南新闻战线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

初冬时节，暖阳高照，湛蓝的
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在会泽县易
地扶贫搬迁会泽安置点一期项目
A7 组团欣城佳苑惠仁园的楼房
里，今年 73岁的张玉明吃过晚饭
后，一家子围在一起观看新闻联
播。他说：“我随着新中国一起成
长，以前住过茅草房、瓦房，现在住
上了城里的楼房，要感谢党，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

为彻底解决贫困，会泽县计划
用2年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符合“六类地区”标准的贫困群众
实施搬迁。县城安置点总占地面积
3270 亩，总建筑面积 226 万平方
米，分两期建安置房274栋，安置总
人口19298户81257人。同时，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把提高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
劳动力转移“三个组织化”程度作
为关键载体，成立易地搬迁新城建
设指挥部党工委、劳动就业党工
委，组建班子、强化组织，全力以赴
抓好易地搬迁推进，广大党员干部
在易地扶贫搬迁的战场上践行初
心使命，得到搬迁群众的点赞。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小广
场上，由会泽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
演出队伍表演的《绣红旗》《祝福祖
国》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既给安
置点群众带来了欢乐，又潜移默化

地传递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自
强自立的正能量。县中医院开展的
义诊活动中，前来诊查的群众接二
连三。美发会所的理发师们为乡亲
们热情服务，还向乡亲们赠送洗发
水。来自马路乡马路村的吴金友理
完发后高兴地说：“太好了，太感谢
政府了，对我们太关心了。”

安置点里的草莓扶贫车间十

分热闹，上百位务工群众正忙着分
拣草莓。其中一位戴头巾、裹小脚，
身材瘦小的老人引起记者的注意。
老人叫仁芝芝，今年 94岁，从火红
乡格枝村大梁子小组搬迁进城，是
扶贫工厂里年龄最大的务工人员。
被问起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
进扶贫车间，老人说：“闲不住，活
动活动还精神一点，同时也可以为

家里减轻点负担。”
为让搬迁群众能在家门口务

工，会泽县出台政策鼓励创建就业
扶贫车间，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
住安置点。县人社局局长徐洪仙
说，目前已认定 23家就业扶贫车
间。曲靖珠源韵绣刺绣合作社、会
泽爽身服饰有限公司、良金工贸有
限公司就业扶贫车间、草莓摘捡初
加工车间等扶贫车间入住安置点，
吸纳1000多名贫困人员就近就业。

在县城安置点一期工程惠仁
园等楼房的楼道口，贴着搬迁群众
就业的动态管理表，上面清楚地写
着搬迁群众的就业地点、从事工种
等内容。正在核实就业动态情况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会泽县把发展
劳务经济作为搬迁群众持续增收的
主要途径，大力组织劳动力转移就
业，动态消除贫困“零就业”家庭。目
前，进城群众已转移就业19716人，
基本实现搬迁群众有劳动能力的家
庭户均1人以上就业，实现了“人人
有事做、个个有收入”。

记者在县城安置点了解到，至
今年 10 月底，一期安置点 89 幢
5414套安置房 5月份全部验收后，
已组织搬迁5140户20361人。

图为务工群众在安置点的扶
贫车间里分拣草莓。

本报记者 张雯 通讯员 刘光信

会泽：让搬迁群众家门口务工
10月 22日，中国电信怒江分公司（以下简称怒

江分公司）职工和晓宏、李志瑛驾车从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扶贫挂联点开展扶贫工作返回六库，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两人连同车辆坠入怒江。10月 29
日，和晓宏被确认因公殉职，李志瑛目前仍未找
到，正在全力搜救中。

“这么好的人，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贡山县茨
开镇嘎拉博村委会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向东，得知其
挂联扶贫人和晓宏因公殉职的消息后，流下了伤心
的泪水。

2018年 8月，和晓宏被怒江分公司任命为办公
室（扶贫办）副主任，负责单位扶贫工作的统筹协调，
积极帮助挂联村嘎拉博村委会开展生产便道、脱贫
产业建设。他急挂联户之所需，为挂联户余学清、李
向东争取到护林员和河道管理员岗位，让他们搬迁
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嘎拉博村马古当小组地理位置偏僻、道路崎岖，
属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涉及整组搬迁。
一开始，大部分村民都不愿意搬迁，和晓宏与同事们
抽空进村入户，反复做动员工作。最终，他的 4户联
系户均已住进安置点新房里，有望今年底全部脱贫。

2019年7月，嘎拉博村鲁兰英等23名在读大学
生来到村委会，将一面印有“感谢助学恩德，学成报
效祖国”的锦旗和23封感谢信送到了怒江分公司驻
村工作队队员手中。

今年年初，和晓宏与同事们在走访贫困户时了
解到，村里在读大学生对完成学业和未来就业存在
担忧和顾虑，还为上学费用发愁。和晓宏及时将情况
向公司汇报，争取支持。怒江分公司为 23名在读大
学生每人发放了500元助学金。

“每天，他都提前 20分钟到单位。下班晚回家，
或留下加班那是常事，有时更是到深夜。”在同事克
波才的印象里，和晓宏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

除了统筹公司扶贫工作，和晓宏还负责了公司文
秘、法律事务管理、信息报送、党支部宣传委员等工作，
是业务骨干。在贡山分公司工作时，为保障独龙江乡
通信畅通，他多次同贡山分公司通信抢险队一起，进
入漫天风雪的高黎贡山深处实施线路抢修工作。

“爸爸，单位让我带队去村里搞扶贫工作，家里
面就辛苦你们老人家了。”这是和晓宏在10月16日
出门开展入户调查前跟老父亲的一句道别话，哪知
竟成了父子俩的诀别之言。

“参与扶贫，是国企应该担当的责任，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和晓宏常说的一句话，
他用生命践行了这个誓言。

“那4户人家回来后，要及时通知我。”10月22日中午，李志瑛离开嘎
拉博前，叮嘱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何旭，留意他们入户调查时不在家的
4户人家情况。

“好的，李姐。他们一回来，我就联系你。”何旭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
一次与李志瑛通话。

去嘎拉博前，李志瑛咳得很厉害。丈夫买了一袋中药给李志瑛调理。
可李志瑛只服了一包，就进村入户了。

“能吃苦，喜欢农村生活，喜欢和老百姓打交道。”嘎拉博村党支部书
记钱永生说，李志瑛每年都要来嘎拉博村驻村帮扶。今年3月更是住了20
天。白天进组入户，开展贫困户人口、收入、产业、宅基地定位等基础信息
数据采集，为农户安装社会扶贫App软件。晚上整理资料、填写表格、信息
数据系统录入，往往忙到深夜才休息。

鸠木当小组野牛谷移动网络信号不稳，李志瑛经过详细的调查，建议
公司实施信息扶贫工程，在野牛谷建设移动基站。今年9月，鸠木当有了
4G无线基站。

李志瑛不懂傈僳语，为了方便与傈僳族村民交流，她找来《跟我学习
傈僳语》和光盘《跟我学习傈僳语500句子》学习。

这次去嘎拉博入户调查，有4户农户不在家，李志瑛电话联系几次都
没有等到他们回家。

“一定要面对面问，实际入户调查，数据才真实，大不了我多跑几趟。”
离别时，这是李志瑛对何旭说的话。她的身影，定格在 10月 22日的怒江
边。李志瑛用忠诚担当，为无数个怒江扶贫干部指引前进的方向，凝心聚
力、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天刚蒙蒙亮，何旭和队员们已行走在嘎拉博崎岖的山路上。在何旭的
心里，苦干实干，把和晓宏、李志瑛没有做完的事做完、做好，帮助嘎拉博如
期脱贫摘帽，就是对战友最好的思念。 本报记者 李寿华 通讯员 王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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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云芬 通讯
员 张薇）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云南财经大学开
展以“担当使命、云财党员在行动”
为主题的活动，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以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
员当好“三个助理”、发挥“四带作
用”，在师生中培树“十个先进典
型”，创建百个规范化党支部，组织
千名党员为师生、群众做好事，推
进“万名党员进党校”为抓手，扎实
推进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为师生服
务，推动学校发展。

云南财经大学要求校院两级
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处级党员
领导干部强化示范带动和主体主
责作用，当好班主任助理、导师助
理和舍长助理“三个助理”，根据实
际挂钩 1至 2个班级、1至 2名学
生、1至2个学生宿舍，协助做好相
关工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
好“四带作用”。即校党委领导班子
成员带动学院（单位）主题教育和
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学院（单位）党

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带动党支部主
题教育和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党支
部根据支委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
每名委员联系和帮扶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的具体安排，确保每名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有人联系、有人帮
扶、有人督促；教职工党员结合教
学、科研、管理、服务岗位实际，学
生党员结合专业学习、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就业创业、校风学风班
风建设等实际，深入开展党员结
对帮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同时，云南财经大学在组织全
体党员深入学习焦裕禄、杨善洲、
张富清、高德荣等先进典型的基础
上，在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当中培树
师德、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方面的
5个先进典型以及学业、学术科研、
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自强自立方面
的5个标兵，教育、激励和引领广大
师生不忘初心、恪尽职守、勇担重
任。组织动员全校 3236名党员广
泛开展为群众、师生做1件好事和
1次志愿服务活动。

云南财经大学开展“担当使命、
云财党员在行动”主题活动

几根小小轻木搭的桥可以吊
起 20多公斤的重物、两张A4纸做
的卷筒可以支撑30多瓶矿泉水、操
作普通遥控车踢足……而这一切
都出自小学生之手，科技体育模型
创意无限，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

11 月 21 日在石林县结束的
2019年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
暨全省青少年车模建模比赛，共设
置了 10个类似的比赛项目（小学
中学组），近 500名参赛小选手各

显身手，他们分别来自昆明、普洱、
红河、曲靖、文山、玉溪、丽江、楚
雄、西双版纳和大理等州市的 22
所中小学校。

近年来，在省体育局和省教育
厅指导下，省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认
真推动科技体育模型进校园工作，
通过举办辅导员培训班、各种模型
比赛、传统学校挂牌等形式，在全
省各州市普及开展模型运动。

本报记者 方学良

科技体育模型创意无限

本报讯（记者 陈云芬） 11月
22日，云南省 2019年安全用药月

“科海扬帆，梦想起航”科普进校园
活动在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是 2019年我省“安
全用药月”重点活动之一，由省执
业药师注册中心主办，旨在向广大
师生普及药品政策法规，宣传合理
用药常识，引导师生关注安全用药
问题，提高师生的药品安全意识和
预防应对风险的能力，发挥药师在
合理用药中的作用，形成人人关
心、支持和参与安全合理用药的良
好氛围。

据了解，我国每年有 250万人
因为错误用药而损害健康，其中死
亡人数高达 20万。执业药师作为
用药安全的守护者，是药物方面的
专家，目前全国有 105万人通过执
业药师资格考试，我省有 24041人
取得执业药师资格。活动中，省执业
药师注册中心播放了“安全用药”
系列微视频，发放了安全用药科普
知识宣传手册，2名执业药师分别
以“合理安全用药走向药店”“安全
用药——从一颗感冒药说起”为题，
对师生进行了现场安全用药指导。

本报讯（记者 李沛昀） 11月
21日至 23日，以“咖啡香丝路，产
业助减贫”为主题的 2019亚洲咖
啡年会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举行，来自 13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200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会议旨在促进亚洲咖啡行业、
企业和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实现咖
啡生产者、贸易商、消费者互利共
赢。会议期间，各国嘉宾围绕亚洲
及世界咖啡产业发展前景展望、构
建亚洲咖啡价格体系、咖啡的“一
带一路”助亚洲减贫等议题展开探
讨交流，并签订合作备忘录。

据悉，亚洲咖啡协会由中国、越
南、泰国等20多个亚洲国家于2015
年发起，2017年 7月在斯里兰卡科
伦坡市注册登记。拥有亚洲最大咖
啡工业园区的芒市于 2016年被确
立为亚洲咖啡年会的永久举办地。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记者
从东航云南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
司计划于 2020年 2月 18日新开昆
明-东京成田-昆明往返直飞航线，
进一步完善昆明国际枢纽建设。这
是我省首条直飞日本东京的航线，
也是继昆明-大阪往返、昆明-浦
东-大阪往返后第三条连接云南和
日本的航线。

据了解，该航线将采用波音
787-9宽体客机执飞，航程飞行时
间为 5小时，免去中转、大大节省
了旅客的时间和费用。具体航班计
划如下：昆明-东京成田往返航班
号为 MU2591/2，班期为每周一、
二、四、六执行，机型为 787-9型，
时刻为昆明起飞 07:50，东京成田
落地 13:10；东京成田起飞 14:10，
昆明落地 18:35（时间均为当地
时刻）。

本报讯（记者 段晓瑞）今
年“双 11”购物节已落幕，成交
额与快件量再创新高。记者从
省邮政管理局获悉，11月 11日
至 18日期间，我省共收寄快件
1684 万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31.6%，投递快件 4810万件，同
比增长35.2%。

据介绍，11日和 12日是收
寄量高峰，各出口快件近300万
件，14日至 16日是投递量最高
峰，每天投送包裹超过 700万
件，特别是15日当天，最高日处
理量（含收寄、投递）达 925万

件，是日常处理量的2.5倍。
为保证快递旺季快件收得

进、发得出、不积压、不爆仓，省
邮政管理局提前谋划部署，严
格落实各项制度、加强监督检
查，确保全行业快速响应、稳定
运行，不断提升保障能力和服
务质量。各快递企业提前储备
运能运力，确保寄递网各节点
畅通、快件及时送达。作为行业
标杆，顺丰快递提前储备人员、
场地、运力等资源，自有航空
网、快递网、同城网与高铁网形
成“四大网络”高效融合，力求

提供高品质的物流服务，让消
费者放心买、尽早收。此外，省
快递行业协会连续第 3年开展

“快递员关爱周”活动，在高峰
期走进10余家基层网点和快件
分拨中心，了解业务生产和员
工生活情况，对奋战在一线的
快递员表示慰问。

“双11”我省共处理快件超6000万件

本报讯（记者 李悦春）在第
二届长三角文博会上，云南主题
展区的非遗传承人活态展演尽展
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和云南手艺人
的“绝活”。

来自云南的 10余位非遗传
承人围坐在云南展区的鲜花大道
周围，在绣布上飞针走线，经过画
笔、针线、剪裁加工以后，原本存
在于他们脑海中的画面呈现在素
净的绣布上，绘成一幅幅精美的
作品。

展区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谭志平用娴熟
的手艺，将银丝嵌在银壶上做出精
美的图案，用蓝枪（金属小铲子）把
碾细了的釉色填入丝工空隙处，将
蓝料点在银壶上……他旁边的成
品柜上，展示着已烧制完成的晶莹
剔透的珐琅银器，极具民族特色。
一旁，来自祖氏滇绣、纳西族刺绣、
文山刺绣、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刺
绣、昭通永善苗族蜡染、民族民间
图案图腾绘画的非遗传承人代表

展示技艺，吸引观众驻足。展区一
侧，参展人群还可品茗论茶，了解
云南茶文化。

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非遗刺绣
技艺传承人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群研习班培训计划染织
刺绣技艺研修培训班第十一期云
南地区培训班的学员。云南的学员

已经在上海完成了为期21天的学
习。期间，她们先后学习了拼布艺
术设计、平面结构设计、立体裁剪、
皮具艺术设计等课程。除了学习理
论知识，还动手进行实际操作，与
上海各具特色的独立设计师建立
了联系，为以后开发产品、拓展一
线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陈怡希） 11
月 22 日，《中国世界遗产精品
展——云南大学展》在云南大学
呈贡校区开幕，这是中国高校首
次引入世界遗产展。

本次展览旨在让云南广大师
生亲密接触并了解世界遗产，让

世界遗产保护的种子播撒校园，
丰富校园文化，增强师生的文化
自信，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从而有力推进学校文化育人
工作。展览以“大地”“精华”“咏
恒”3个篇章为主题介绍中国的
世界遗产，并将展出国际青年摄

影家的高山花卉艺术摄影作品
《生命之花》。

展览由云南大学党委宣传
部和云南自然与文化遗产保
护促进会联合承办，展览为期
2 个月，将持续至 2020 年 1 月
20日。

中国世界遗产精品展在云大开展

非遗活态展演长三角文博会亮“绝活”

我省开展“安全用药月”
科 普 进 校 园 活 动

亚洲咖啡年会
在德宏芒市举行

昆明与东京
将开通直飞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