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记者从省
民政厅获悉，结合全省疫情防控形
势，今年清明节，我省倡导预约、分时
段、错峰、网上祭扫，各级民政部门引
导殡葬服务机构切实做好祭扫人员
流量关口前置管控。目前，全省共有
195个殡仪馆、经营性公墓开放现场
祭扫；28个殡葬服务机构开通网络祭
扫服务通道，41 个殡葬服务机构提
供代理祭扫服务，55 个公墓实行预
约祭扫。

为强化清明节期间的安全保障工

作，省民政厅已印发通知，召开了全省
清明节祭扫工作视频会议，对各地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值班值守、强化
疫情管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倡导和
鼓励网上祭扫、严防森林火灾等提出
明确要求，并组织对重点殡葬服务机
构疫情防控措施、安全隐患整改、消防
安全等重点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各州
（市）、县（市、区）均建立了清明祭扫工
作领导体制机制，在当地党委政府和
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的领导下，做好控
流量、防聚集、强防护、保安全等工作。

全省殡葬服务机构全部落实扫码登
记、体温测量、戴口罩出入、室内和人
员易聚集区域每天2次消毒、定时通风
管理制度。

据统计，自 3月 28日出现第一个
祭扫高峰至4月2日，全省殡葬服务机
构累计接待现场祭扫群众 72.1万人
次，网络祭扫人数 9.1万人次，代理祭
扫服务 560次。全省民政、公安、卫健、
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和殡葬服务机
构共有4.25万人次参与值班值守和服
务保障。

我省倡导预约分时段和网上祭扫
28个殡葬服务机构开通网络祭扫，41个提供代祭服务

杨国宗，男，白族，1968年6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1990年8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正
厅级），省政协副秘书长（兼）。经研究，
该同志拟任州市委副书记，提名为州
市人民政府州市长候选人。

许勇刚，男，汉族，1962年9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84年8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成员兼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经
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正厅级领
导职务。

杨 沐，女，汉族，1977年 5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1999年7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党
组成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
正厅级领导职务。

王洪新，男，汉族，1968年 11月
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1年 8月
参加工作。现任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省国防科技工
业局局长。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管企
业正职领导职务。

江 华，男，汉族，1971年 2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1994年7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国有金融资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经研究，
该同志拟任省管企业正职领导职务。

路晓琨，男，汉族，1968年3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1989年7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
委员会第四监督检查室主任、一级调
研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副
厅级领导职务。

董 毅，男，汉族，1970年11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2年2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
委员会第九审查调查室主任、一级调
研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副
厅级领导职务。

杨佳贤，男，汉族，1968年1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86年 10月参
加工作。现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
察委员会第十二审查调查室主任。经
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
导职务。

杨大赟，男，汉族，1971年2月生，
在职硕士，中共党员，1992年7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
委员会第十六审查调查室主任。经研
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领导
职务。

毛亚芳，女，汉族，1968年6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0年9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
委员会第一监督检查室主任、二级巡
视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副
厅级领导职务。

杨 澄，男，白族，1972年 5月生，
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95年8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文化和旅游厅行业管理
处处长。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
副厅级领导职务。

李 伟，男，汉族，1966年 5月生，
在职博士，中共党员，1988年8月参加
工作。现任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

记。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属副厅级事
业单位正职领导职务。

王思泽，男，汉族，1970年 10月
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4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省人民政
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宣传信息处处长。
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副厅级
领导职务。

刘清江，男，汉族，1971年 10月
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5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西南林业
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经研究，
该同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副职领导
职务。

杨 斌，男，汉族，1970年 9月生，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民盟盟员，1997
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西南林业大学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院长，省森林灾
害预警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云南
生物多样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研
究，该同志拟任省属本科院校副职领
导职务。

伍 星，男，汉族，1973年 3月生，
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97
年 9月参加工作。现任昆明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院长。经研究，该同志拟
任省属专科院校正职领导职务。

张 清，男，汉族，1979年 8月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2006年7
月参加工作。现任云南云投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管企业副职领
导职务。

李向丹，女，汉族，1969年 10月
生，在职硕士，民建会员，1992年 7月
参加工作。现任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济师、财务管理部总经理，云
投保险经纪公司董事长。经研究，该同
志拟任省管企业财务总监。

叶智勇，男，汉族，1973 年 3 月
生，在职硕士，中共党员，1995年 7月
参加工作。现任省财政厅办公室主
任。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管企业副
职领导职务。

周春梅，女，汉族，1978年 11月
生，在职硕士，中共党员，2002年 7月
参加工作。现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管理部部长。经
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管企业财务总监。

公示时间从 2020 年 4 月 4
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13 日止（国
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如对被公
示人员有意见，可通过来信、来
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云南省
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
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
方式。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通讯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 8 号省委
组 织 部 干 部 监 督 处 ，邮 编 ：
650228，举 报 电 话 ：0871—
12380。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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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潇予 通讯员 彭
光权） 4月 3日 18时 10分，经过 120
余个小时的艰苦奋战，迪庆藏族自
治州香格里拉市经济开发区松园上
村森林火灾全线扑灭，森林消防队
伍移交火场有序撤离。

此次救援，共投入森林消防队
伍、武警官兵、专业扑火队、当地干
部群众、民兵等救援力量近 2000人。
其中，保山市森林消防支队、丽江市
森林消防支队、大理白族自治州森
林消防支队 446名指战员跨区域紧
急支援。

在海拔近 3800米、有着 70度以
上陡坡和悬崖的松园上村火场，森
林消防指战员们克服重重困难，日
夜坚守，仅于 3月 31日晚因火场形
势严峻暂时撤离休整。后经火场联
合指挥部调整部署救援力量，多路
协同推进，于 4月 3日 15时 50分实
现封控合围，18时 10分全线明火扑
灭。目前，迪庆州森林消防大队 65名
指战员配属属地武警、消防队伍继
续留守火场。此次救援中，森林消防
参战队伍共扑打清理火线 26公里，
清理烟点 3876个。

奋战120余个小时

迪庆森林火灾全线扑灭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杨国宗等20名
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

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云干任公示〔2020〕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
规章及党纪法规相关规定，现就加
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公告如下：

一、2020 年 4 月 3 日—5 月 10
日，对全省林区实行封闭管理，未经
批准严禁进入。

二、在全省范围内禁止一切野
外用火。禁止烧灰积肥，烧地（田）
埂、甘蔗地、秸秆、牧草地，烧荒烧炭
等野外农事用火。禁止在林区及周
边吸烟、烧纸、烧香、烧蜂、烧山狩
猎、烤火、野炊、使用火把照明、燃放
烟花爆竹和孔明灯、焚烧垃圾等非
生产性用火。

三、实行林区设卡管理，禁止火
源火种、易燃易爆物品等进入林区，
禁止组织开展入林团体活动及郊

游、登山、踏青等活动，禁止祭扫活
动焚香烧纸、燃放鞭炮。

四、严格落实防火工作责任
制，实行州市干部包县、县干部包
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将责
任落实到山头地块并逐级报备。省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每
天进行抽查，发现不到位的，立即
启动问责程序。

五、实施责任倒查和有奖举
报，对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严肃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涉嫌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举报火
灾隐患及犯罪行为的，经查实后
按规定给予奖励 。举报 电话 ：
12119。
云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2020年4月3日

关于加强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的通告

上接一版《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帮助企业破解难点堵点》
省生态环境厅在接到调研组反馈的情
况后，第一时间主动与该企业进行对
接，表示在企业提交正式申请后将尽
快予以办理。

第一调研组在保山市了解到，保
山市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疫情防
控所需药物的生产企业，面临中草药
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企业利润大
幅下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情况
后及时与保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进行
联系，了解到该公司没有进入中央和
省级疫情防控物资重点保供企业名
单，将积极争取将该公司纳入第五批
省级疫情防控物资重点保供企业名
单，便于企业融资贷款。

第五调研组在普洱市了解到，受

疫情影响，普洱市替代种植企业原料
进口困难，对复工复产造成影响。调
研组建议，给予增加替代种植项下农
产品返销配额指标支持。省商务厅积
极回应，表示已提前召开会议研究
2020年分配原则和方案，待国家计划
下达后即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下
达企业，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减轻发
展压力。

相关领域还需强化督查力度。第
八、第九调研组结合目前正处于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的实际，深入
怒江、迪庆各地，以座谈交流、个别走
访、实地查看等多种方式，对重点扶贫
项目复工复产进展情况、国家和我省
出台的惠企利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情
况以及稳固脱贫机制等作了深入了
解。第三、第六、第七、第十调研组多次

深入边境口岸地区了解边境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第四调研组紧
盯民生领域复工复产进展，发现砚山
县活禽市场关闭导致全县19.1万只活
禽压栏，调研组立即要求砚山县政府
合理评估风险，根据评估结果，妥善开
展相关工作。

州（市）高度重视，积极配合支持
调研工作。调研工作涉及州（市）的党
政负责同志纷纷表示，在复工复产最
关键的时候，省委、省政府及时派出调
研组，帮助地方协调解决工作中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增强了各级党委、政府
和全社会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的信心和决心，对于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具有重要指导促进
意义，并表示相关领域还将进一步强
化调研督查力度。

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

一拧水龙头，甘洌的清水哗哗流
出，宁蒗彝族自治县烂泥箐乡牦牛坪
村委会红星小组村民王务斤啧啧夸
赞：“自来水进家，不仅喝水不愁了，日
子也越过越好了。”

牦牛坪村位于烂泥箐乡的西南
边，海拔 3300米，属于喀斯特地貌，方
圆 10多公里无固定水源地，村里最大
的问题就是吃水难。全村人一直靠小
水窖和收集雨水和雪水解决吃水问
题，遇上枯水季节，大伙就得到很远的

地方背水，背一趟水至少要走 3个小时
的山路。

“那个时候，我每天至少要背一趟
水，还要省着用，连做饭洗菜用的水都
要节约再节约。”王务斤回忆说，因为
没有水，不仅生活不便，家里也没有像
样的产业，就靠种植荞麦、土豆等作物
为生，日子过得很拮据，2016年被列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解决该片区的生产生活用水
问题，2017年，宁蒗县开始建设烂泥箐

乡牦牛坪片区抗旱应急水源工程。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在牦牛坪村修建了 1
座取水坝、1座提水泵站、1.2万立方米
的调节池等，让牦牛坪片区的马金子、
牦牛坪、烂泥箐、二拉坝等 4个村委会
18 个村民小组 1284 户 4604 人喝上了
安全、卫生的水。

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成后，充足的
水资源让王务斤萌生了搞养殖的想法。

“以前就养羊，但规模小，如今自来水管
接到了家里，羊的养殖规模也从几只扩

大到了 50只，每年的收入很可观。”王
务斤高兴地说，家里在 2018年摘掉了

“贫困帽”，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扩大养殖
规模，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牦牛坪村接上自来水后，村里像
王务斤一样发展产业致富的人比比皆
是。”宁蒗县政协副主席、烂泥箐乡党
委书记杨志高接过话茬说，抗旱应急
水源工程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喝水问
题，也让村民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本报记者 和茜

阳春三月，新芽吐绿，和风轻抚着元
谋县姜驿乡易地扶贫搬迁阿拉益新村安
置点。

阳光下，一栋栋青砖灰瓦红墙挑檐
的傈僳族风貌新建筑错落有致，宽敞的
巷道里随处可见生动传神的彩色墙画，
首批入住的贫困户正从这里扬起驶向
幸福新生活的风帆。

“老村子里人多资源少，人和猪牛挤
在一个院子里，生活环境实在太差。”贫

困户刘茂德感叹，“搬过来后，圈舍统一
集中规划，喂养方便干净，房前屋后都有
绿化，等树长大了，我们村就更漂亮了。”

搬迁只是途径，发展产业帮助群众
持续增收才是目标。“现在乡里统一规
划发展蜜桃种植，去年这里举办首届蜜
桃节后打响了名气，桃子价格也从原来
的每公斤 2元升到了 10元左右，还有人
上门收购，我打算再种20多亩蜜桃。”刘
茂德对发展前景信心十足。

近年来，元谋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坚持规划
引领、示范带动、合力攻坚的路径，抓好
易地扶贫搬迁和后续产业扶持，贫困群
众实现“挪穷窝”“换穷业”“更新貌”，在
乡村振兴接力赛中不落伍不掉队。

以阿拉益新村安置点为例，当地把
生态宜居融入整体规划建设中，因地制
宜划分住宅、公共服务、休闲、畜圈养殖
区，配套建设了文化活动场所、便民服

务站、蜜桃交易市场、公厕等，围绕“一
村一品”做好种植产业规划，不断拓宽
增收渠道，激活群众自我造血功能，有
力带动了贫困人员脱贫致富。

“以前贫困户扎堆打牌，搬来新村
后，大家的精神面貌变了样。”村长刘海
军说，“现在老老少少都去田里忙活，家
家户户门口的空地都种上了杨梅、枇杷
等经济林果。”
本报记者饶勇通讯员何晓婷崔丽洪

宁蒗县实施烂泥箐乡牦牛坪村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喝上放心水 脱贫底气足

元谋县姜驿乡抓好易地搬迁和后续产业扶持——

搬出新面貌 拥抱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陈云芬）4月2日7时
至3日7时，我省增雨飞机在普洱、大理、
临沧、玉溪、楚雄有条件的区域实施增雨
作业1架次，飞行时间4小时13分，航程
984公里。昆明、玉溪、楚雄、红河、迪庆实
施地面增雨作业27点次。作业区及下风
方向影响区的楚雄、大理、昆明、迪庆、红
河、临沧、普洱、曲靖、玉溪9个州（市）47
个县（区）359个乡（镇）出现明显降水，其
中降水在0.1毫米至9.9毫米的有335个
乡镇、10毫米以上的有24个乡镇。

从 4月 2日起，全省各级气象部门
进入森林防火和抗旱气象服务特别工
作状态。一是强化监测预测预报，及时
制作发布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卫星森林
火（热）点、气象干旱等监测预警产品。
二是加强火灾扑救现场气象服务。三是
抓住每一个天气过程组织实施人工增
雨作业。两架增雨飞机、148个地面作业
点，85辆流动作业车，640名指挥管理人
员、830名作业人员24小时值班待命。

今年以来，我省气象部门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抗旱减灾、春耕生产、森
林防火等部署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有序
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1月1日至3月
31日，普洱、红河等 12个州（市）共实施
地面增雨作业625点次。

我省气象部门抓住
有利天气人工增雨

本报讯（记者 陈怡希）近日，教育
部印发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工作方案，我省被
列为试点地区。

我省承担的改革创新先行试点工
作包含加快壮大学校思政课教师队伍，
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进一步建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加强思政课教师
集体备课工作，建立学校党组织书记、
校长带头抓思政课机制共5项任务。

教育部对每一项试点工作都提出
了明确的任务和时限要求，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正在结合我省实际，研究
制定实施方案，以确保有序推进试点工
作，圆满完成试点任务。

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

云南被列为试点地区

本报讯（记者 陈云芬）4月 3日，记
者从省气象局获悉，预计 4月 4日至 5
日，我省东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天气，昭通南部、曲靖、昆明东部、玉溪
东部、文山、红河、怒江北部有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昭通北部、昆明西部、楚雄东
部、玉溪西部、普洱东南部、迪庆西部、
怒江南部、大理西部、保山、德宏、临沧
有阵雨。伴随降水，滇中及以东、滇西地
区将出现雷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此次过程中，滇中以西以北的高森
林火险区及滇西南重旱区无有效降水。

我省气象部门提醒，滇中以西以北
的高森林火险区及滇西南重旱区无有
效降水，相关单位仍需注意野外用火管
控，关注干旱发展的趋势；滇中以东、滇
西地区需防范雷暴、局地冰雹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次降雨过
程有利于滇东、滇东南地区增加土壤墒
情，建议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春播春种。

4月4日至5日

我省东部将出现小到
中雨局部大雨天气

连日来，各地公墓、陵园进入祭扫时段。为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推进移风易俗，我省相关经营单位提前制定预
案，做足准备，采取测温、扫码出入、错峰入园、限制人流量等方式进行现场指引和管理，同时倡导通过举办家庭追思会、网上
祭祀、远程祭祀、委托祭扫等文明新方式，寄托哀思、缅怀故人。图为昆明金宝山艺术园林内人们敬献鲜花，有序祭扫。

本报记者黄喆春摄

规范有序 文明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