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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和茜） 近年来，丽
江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拟投资千亿元打造金沙江绿
色经济走廊，实施沿金沙江建设 100万
亩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100个光伏提
水项目、年产 100万头生猪养殖场、连
片种植 100万亩特色优质经济作物、打
造 100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创造 100亿
元以上产业的“六个一百”工程，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化为
生动实践。

曾经“望着江水没水用”的永胜县
涛源镇保和下坪子村，通过实施光伏提
水工程，如今可覆盖沃柑、软籽石榴等
1080亩经济作物的田地。光伏提水工程
是丽江市打造金沙江绿色经济走廊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金沙江流经丽江 615
公里，沿江流域资源开发潜力大，但流
域生态环境脆弱，为把沿江的荒山荒坡
变为绿水青山，该市在沿江流域实施了
100个光伏提水项目，目前第一批计划
建设的 51 个光伏提水项目已完工 37
座，正在建设 14个，第二批项目预计年
内开工。

丽江市在打造金沙江绿色经济走
廊中，规划上坚持生态优先，执行上强
化生态保护。现在，投资 2.9亿元的程海
湖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水利骨干应急补
水工程正在抓紧建设；石鼓长江第一湾
畔，近年来种下的 10万棵柳树郁郁葱
葱，长势良好；投资 40.46亿元的林业生
态扶贫（一期）PPP项目全面开工，已有
15个地块开始大面积施工，施工面积
2975.6亩，完成打塘185697个。

在养好山水保证生态良好的同时，
丽江市将金沙江生态修复与产业调整
紧密结合，提升绿色产业创新能力。通

过发展农旅融合的休闲农业及乡村旅
游，让文化与旅游、旅游与康养等产业
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目前，该市
第一批 100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已建成；
100万亩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基地
雏形初现，全市种植水果总面积 79.68
万亩，中药材23.4万亩；100万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建设高标准
农田 22.86 万亩，2019 年计划建设的
12.74万亩高标准农田即将完成；持续
推动 100万头生猪集中养殖，今年一季
度全市生猪存栏 88.57万头，出栏 27.57
万头。

本报讯（记者 沈迅 蔡侯友 通讯
员 狄廷秀）近年来，水富市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
全面深入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中，不断
健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形成攻坚合力，切实推动河湖渠系统治
理落地见效，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水富市位于金沙江、横江、长江交汇
处，是金沙江进入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
屏障。据介绍，金沙江在昭通境内流长
414公里，其中水富境内金沙江及横江
流长分别为17.32公里、45公里。筑牢生

态屏障，送出一江清水，不仅是水富的使
命所在，也是职责所系。

为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水富市
委、市政府在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中，
以“河长令”形式向市、镇、村三级河长
下达河湖治理的问题清单、责任清单、
措施清单，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
任，倒逼各级河长履职尽责，推动河湖
渠系统治理落地见效。同时，全面开展

“河长清河”行动，新建和改造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城市管网建设雨污分流改
造，集中排查整治化工厂、船舶、港口等

重点领域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面对金沙江、横江流域严峻的生态
保护形势，水富市于去年4月抽调公安、
海事、农业、环保、水务、住建、交通、自
然资源等 8个部门执法人员，组建成立
水富市“两江”综合执法大队，加大河道
日常巡查监管力度，对非法采砂、违法
捕捞、随意倾倒垃圾和排放不达标污水
等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切实保护金沙
江、横江水富段河道管理秩序和生态环
境安全。

金沙江和横江属川滇两省界河。为
破解跨区域、跨水域执法及监管难题，水
富市加强与四川省宜宾市、向家坝水电
站相关部门的协作沟通，探索建立跨区
域、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和应急救援
机制，依法打击违法网箱、“三无”船只、
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水富市共清理河道77.5公里，
清理垃圾 1023.7 吨，拆除违规建筑物
136平方米，打击取缔非法采砂点 6个，
处置非法排污口 2处，河道两岸生态恢
复6300平方米。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接续奋斗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日前，省委宣传部召开“云岭楷模”
专场发布会，授予张桂梅同志“云岭楷
模”荣誉称号。张桂梅是脱贫攻坚中涌
现出的教育扶贫先进典型，是忠诚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重要论述
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杰出榜样，在她
的身上，闪耀着一名共产党员始终坚守
初心使命的无限光辉。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要向她学习，凝聚起更强大的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信心
斗志。

入党20多年来，张桂梅始终牢记在
党旗下的宣誓，时刻为老百姓排忧解
难，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贫困山区的教

育、福利事业，帮助1600多名大山里的
女孩改变了命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输
送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她对党忠
诚、信念坚定，务实担当、无私奉献，是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教育工作者
的学习榜样。

我们要学习她对党和人民的无限
忠诚。跨越千里、辗转多地，张桂梅无怨
无悔，用越是艰苦越向前的斗志，用铸
魂育人、淡泊名利的坚守，书写着对党
的忠诚。她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上，在党言党、爱党护党，把对党的忠
诚、热爱铭刻在血液里和内心深处，随
时随地用实际行动捍卫党的形象。全省

广大党员干部要像她那样，把对党的忠
诚体现在方方面面，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
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
党中央的各项部署落实落地落细。

我们要学习她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务实作为。张桂梅创办免费的女子
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们能够接受更高
教育，是感恩党和人民深情的行动具体
体现。她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
树人作为立校之本，把理想信念作为育
人之基，用红色文化孕育了“自强不息、
刚强勤敏、宽厚慈惠、知礼质朴”的女高

精神。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教育工作者
要学习她感恩奋进、大公无私的政治品
格，学习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
责任担当，学习她一往无前、坚韧不拔的
干事精神，努力在新时代的教育扶贫、人
才培养中作出应有贡献。

榜样是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
我们以张桂梅同志为标杆，大力弘扬“跨
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
精神，全面推进“寻标对标达标创标”行
动，迅速在全省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
的浓厚氛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推动云南实现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报讯（记者 左超） 8月3日至5日，省委副书
记、省长阮成发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洱海保护
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
的政治责任，坚持以洱海保护治理统筹大理经济社
会发展，坚定不移走转型发展之路，全力打造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真正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落到实处。

海天一线、碧波荡漾，绿茵如毯、步道蜿蜒，经过
几年的不懈努力，洱海环境整治成效初显，兼具生态
隔离和休闲旅游功能的环湖绿道基本成形，不少游
客畅行其中，享受着山水相融的苍洱风光。阮成发一
行从阳南溪入口出发，沿绿道前行10余公里至才村
码头，实地察看生态绿道、沿途驿站、环湖湿地等规
划设计和建设运行情况，检查督导洱海水质监测、面
源污染拦截消纳、沿湖风貌提升等工作，深入调研苍
山生态环境保护、入湖河道综合治理、苍山步道建
设、旅游设施配套等情况。阮成发强调，湖泊治理是
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洱海保护治理绝非一日之
功，近年来虽取得积极进展，但水质向好的拐点尚未
出现，稍有松懈便会前功尽弃。要坚决把洱海保护治
理摆在压倒性位置，毫不动摇落实好“四个彻底转
变”革命性举措，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保护好苍山洱
海生态环境，坚决打赢洱海保护治理攻坚战，守护好
美丽大理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要坚持生态、自然、
野趣、文化、智慧的理念，引入一流设计和管理团队，
超前规划、精心设计，深化建设、精细管理，将洱海绿
道打造成为传世之作，把沿途的每一个驿站、停车场
等配套服务场所都建设成与自然景观、人文风情融为
一体、浑然天成的艺术品，同时，要充分借助“一部手
机游云南”平台，开发更多5G应用场景，让游客漫步
绿道刷脸就行、畅享服务，努力把洱海绿道建设成为
环境友好、体验美好、流连忘返的世界级旅游产品。要
树立国际视野，统筹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科学勘察
设计苍山步道，改造提升旅游服务设施，努力把苍山
打造成为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
要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积极
推进大理新区建设，加快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以更
大决心和力度保护苍山洱海，让“苍山不墨千秋画，
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丹）为推进爱国
卫生专项行动，日前，我省开展餐饮服
务环境卫生全改善和农贸市场环境卫
生全提升专项整治行动。

在餐饮服务环境卫生全改善方
面，省市场监管局提出，要强化餐饮
服务单位主体责任，持续改善餐饮服
务环境卫生条件，全面落实“不达标
就整改，不整改就停业”的要求，突出

“7个达标”：一要做到周边环境整洁。
保持门前路面整洁，餐馆周边无杂
物、无垃圾、无积水、无污物。二要做
到就餐场所干净。保持门窗、桌面、座
椅、地面洁净。三要做到后厨合规达
标，全面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和“明厨亮灶”要求，严格规
范后厨卫生管理。

下转第二版

玉溪市机床产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共有数控机床及其配套企业8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8家，具备年产2万
台光机、1万台整机、20余万吨铸件的产能规模。今年1月至6月，实现产值6.06亿元。图为太标集团数控机床光机生产
线一角。 本报通讯员 曾永洪 摄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 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
重大爆炸事件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
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惊悉贵
国首都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
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
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
康复。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4日
18时10分左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
区发生剧烈爆炸，截至5日已造成100多
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仍有100多人失
踪，此次爆炸造成的损失估计有30亿至
50亿美元。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 5日证
实，一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受轻伤。

爆炸造成贝鲁特大量建筑物被损
毁，港口附近街区受损更严重。港口区爆
炸现场的搜救行动正在继续，黎巴嫩军
方参与救援行动。

目前爆炸具体原因仍不清楚。但多
名黎巴嫩政府官员说，爆炸可能由 2014
年存放在港口仓库中的 2750吨硝酸铵
引起。但对于引发硝酸铵爆炸的原因，黎
巴嫩当地一些媒体报道，事发前仓库在
进行焊接维修作业，可能由此引发火灾，
从而引爆硝酸铵。

黎巴嫩高级防卫委员会 4日晚表
示，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就爆炸原因
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须在 5天内提交
调查结果。

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丽江市实施“六个一百”工程

着力打造金沙江绿色经济走廊

水富市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压实责任确保一江清水出云南

坚守初心使命的时代典范
——论向“云岭楷模”张桂梅同志学习

本报评论员

玉溪市发展壮大数控机床产业玉溪市发展壮大数控机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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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

本报讯（记者 胡梅君） 8月5日，
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系列新闻发
布会举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专场。
西双版纳州宣布：截至 2019年底，全
州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经达到脱
贫标准，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上学
难、用电难、看病难、饮水难、通信难等
老大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西双版纳州集边境、民族、山区、
贫困为一体，2014年，全州3个县（市）
中有 2个是贫困县，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乡 6个、贫困村 92个、贫困户 17789
户 71055人，贫困发生率 10.7%。其中

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比 93.3%，5个
“直过民族”贫困人口占比 37.5%，是
脱贫攻坚中最硬的“硬骨头”。

近 5年来，西双版纳州坚持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精准发力补短
板，抓实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累计帮
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种植业11.6万
亩（其中长期作物 10.6万亩）、养殖业
37.5万头（羽），覆盖有产业发展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17452 户、69834
人，覆盖率达 100%，实现短期脱贫有
保障、长远致富有希望； 下转第二版

西双版纳州扎实做好
脱贫攻坚“后半篇文章”

针对餐饮服务和农贸市场

我省实施专项环境卫生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张山）近日，省
人大常委会机关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进行部署，机关干部职工纷纷行动，开
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全力推进爱国卫
生专项行动。

7月 31日，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办公会对机关开展爱国卫生大扫除
“众参与”活动进行了安排；8月 4日，
相关部门就下一步把爱国卫生运动融
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等问题再次
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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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大扫除“众参与”活动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回升 趋稳 向好
——从半年报看西南五省

份经济发展新动能

见第四版

拟用3年至5年培育推出
“十大云药”

云南精耕道地中药材
见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