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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云 南 省 办 理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交 办
群众举报投诉生态环境问题进展情况通报（十二）

序号 州市 总计 来电 来信

各州市转办统计
（截止时间：2021年4月18日11∶00）

1 昆明市 378 316 62
2 昭通市 56 47 9
3 曲靖市 112 85 27
4 玉溪市 28 20 8
5 保山市 32 24 8
6 楚雄州 28 20 8
7 红河州 34 24 10
8 文山州 23 14 9

序号 州市 总计 来电 来信

9 普洱市 10 8 2
10 西双版纳州 11 5 6
11 大理州 85 61 24
12 德宏州 4 4 0
13 丽江市 13 7 6
14 怒江州 7 6 1
15 迪庆州 14 5 9
16 临沧市 10 5 5

845 651 194合计

督察云南省进驻时间：1个月

进驻期间：2021年4月6日－5月6日

专门值班电话：0871-68599800

专门邮政信箱：云南省昆明市A005号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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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8日上午，中央第
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

“督察组”）向我省交办第十二批群众
举报投诉生态环境问题 80件（来电
60件、来信20件），涉及15个州（市）。
其中，昆明市 33件，曲靖市 10件，玉
溪市、大理州各 6件，昭通市、保山市
各 5件，临沧市 4件，红河州 3件，普
洱市、文山州、迪庆州各 2 件，楚雄
州、丽江市各 1件，怒江州当日未收
到举报件。省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边督边改组第一
时间将交办件全部转相关州（市）进
行办理。

截至 4月 18日上午 11∶00，督察
组交办群众举报投诉生态环境问题共

十二批 845件（来电 651件、来信 194
件）。其中，昆明市 378件，曲靖市 112
件，大理州85件，昭通市56件，红河州
34件，保山市 32件，楚雄州 28件，玉
溪市 28件，文山州 23件，迪庆州 14
件，丽江市13件，西双版纳州11件，普
洱市10件，临沧市10件，怒江州7件，
德宏州4件。

省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边督边改组将分批公
开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群众举报投诉
生态环境问题的受理、办理和整改情
况。可登录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n.gov.cn/ztgg/hbdc/）查阅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
情况一览表。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中国气候
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
题特使约翰·克里于 2021年 4月 15-16
日在上海举行会谈，讨论气候危机所涉
问题。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声明如下：

一、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
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
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化各
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
作。双方回顾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
力与合作，为巴黎协定的制定、通过、签
署和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

二、走向未来，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
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
双方回顾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在于将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低于2℃之内，

并努力限制在 1.5℃之内。为此，双方承
诺继续作出努力，包括在巴黎协定框架
下 21世纪 20年代采取提高力度的强化
行动，以使上述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
并合作识别和应对相关挑战与机遇。

三、两国均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
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
目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括减缓、适应
和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

四、中美将采取其他近期行动，为解
决气候危机进一步作出贡献：

（一）两国都计划在格拉斯哥联合国
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
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的长期战略。

（二）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

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
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
转型。

（三）双方将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
书基加利修正案中所体现的逐步削减氢
氟碳化物生产和消费的措施。

五、中美将在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前及其后，继续讨论21世
纪20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旨在使与巴
黎协定相符的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
包括：

（一）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
措施与技术，包括通过循环经济、储能
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绿
色氢能；

（二）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
（三）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

（四）节能建筑；
（五）绿色低碳交通；
（六）关于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排放合作；
（七）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放

合作；
（八）其他近期政策和措施，包括减

少煤、油、气排放。
六、双方将合作推动格拉斯哥联合

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成功，该
会议旨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如第
6条和第 13条），并大幅提高包括减缓、
适应、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双方还将合
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注意到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性，包
括该框架与气候减缓和适应的关系。

中美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双方还将合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8日电
（记者 周慧敏 陈子薇） 在 18日举
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首场
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上，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和《可
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1年度报
告正式发布。报告认为，今年亚洲经
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
达到 6.5%以上，亚洲将成为全球可
持续复苏的重要引擎。

报告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亚
洲经济去年出现 60 年来首次负增
长，但总体表现韧性非常强，中国是
唯一在 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
球主要经济体，亚洲在加强疫情防
控、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促
进贸易与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其中，中国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
示，以中国为主干的亚洲市场将进
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创造巨大的
需求。随着亚洲在全球最早稳定疫
情，恢复生产，预计今年亚洲经济

复苏的步伐将会提速，增速有望达
到 6.5%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
数字。

李保东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以
及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等区域性、全球
性的互联互通倡议有力衔接、对接，
对于区域经贸合作、疫情后经济恢复
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相信在后疫情时代，亚洲
经济体将更加积极有为，参与国际经
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与完
善，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为
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做出更
多的贡献。”李保东说。

李保东表示，百年变局下，相信
亚洲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重要
引擎，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携手战
胜疫情，解决发展赤字，促进经济
融合，加大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加强经验分享，共同促
进能力的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与秩序的重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于4月
18日至21日举行，是今年世界首个以
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据初
步统计，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2600多名代表和来自18个国家和
地区的160家媒体机构1200多名记者
参加年会，今年注册人数超过4000多

人，规模空前。年会活动大体分为“解
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
大势”“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变
革”“与新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六
大板块，聚焦宏观议题、行业议题、前
沿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等。

据新华社电

博鳌亚洲论坛旗舰报告认为

今年亚洲经济增速
有望达到6.5%以上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今年世界首个以线下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

链接本报讯（记者 管毓树） 4月18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省政府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指挥长宗
国英率队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调
研时强调，要合理布局，加快边境地区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边境疫情防
线；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
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宗国英率队深入芒市佳沃现代农

业产业园、德宏州人民医院西院区建设
项目现场、豫发产业城进行调研，要求
进一步加快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进
度，优化医疗设施布局，解决区域医疗
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快补齐医
疗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做好防控物资、

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储备工作，不断
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突能力，筑牢祖
国西南安全屏障；要高度重视龙头企业
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市场
竞争力强和产业带动力强的优质企业，
推动产业改造升级，加快高质量发展。

省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潇予） 4 月 18
日，民建云南省委参政议政工作会议
在昆明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参政议政
成果经验，研究部署 2021年度参政议
政工作，探索参政议政新途径、新方
法、新思路，推动民建云南省委参政议
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民建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
民建云南省委主委高峰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民建云南省委团结带领
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切实履行参
政党职能，积极开展参政议政和民主协
商，参政议政影响力不断提升。今年是

民建的履职能力建设年。全省各级民
建组织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聚共识，确保参政议政工作始终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要加强履职能力建
设，找准参政议政切入点，创新工作机
制，推动参政议政工作提质增效。

上接一版 《举旗亮剑荡涤黑恶 守护
云岭一方平安》

针对一些黑恶组织根基深、办案阻
力大等问题，建立省纪委常委领办督办
制度，强化提级办理、直查直办，推动案
件一查到底，查处了以许洋为代表的走
私护私系列案件和保山“3·29”乔氏家族
涉黑案等重点案件。

针对“有黑无伞”“大黑小伞”等问
题，创新运用“摸瓜捋藤”、逐案回溯战
法，对没有打出“伞”或打“伞”不彻底的
案件重新回溯核查、扩线深挖，查处背后
存在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问题的涉黑
组织比例达到98.19%。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在专项斗争中，我省边打边治、固本强
基，综合施策、齐抓共管，基层基础建设
不断夯实，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3年来，全省共打掉农村地区黑恶
团伙 314个，查办涉黑涉恶涉霸村干部
205人；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4125个，清理受过刑事处罚、涉黑涉恶、
存在“村霸”问题等村组干部8768名。

我省对社会治安、乡村治理、金融放
贷等11大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公安
机关向社会治安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发起
凌厉攻势，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娱乐
场所“三证”不全问题专项执法核查，
教育部门围绕非法“校园贷”、校园周
边治安环境、校园安全管理等方面开
展集中整治，农业农村部门加大农资打
假力度，深入整治“菜霸”“肉霸”等欺行
霸市行为……全省共向重点行业领域发
出“三书一函”4811件，近 85%已完成整
改，推动各行各业从源头上堵漏洞、补短
板、强监管，让良好行业生态成为人民群
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建章立制，长效常治迈出
坚实步伐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
专项斗争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接下来是

否还能保持住高压严打态势？如何防止
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唯有以案
促改、建章立制，方能长效常治。

我省在专项斗争过程中就坚持把扫
黑除恶长效机制建设摆在战略性、基础
性位置来抓，边扫边治边建，形成了一批
具有云南特色的制度性成果。

省委常委班子把扫黑除恶长效机制
建设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调查研究的专题之一。省扫黑办牵头
组织开展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黑
恶势力犯罪治理》课题研究，推动制度建
设找准靶向、精准落地。省委政法委建立
政治督察、纪律作风督查巡查、政治轮训
等一批制度规定，健全完善重要副职异
地交流任职、倒查追责问责、排除非法干
预等一系列机制。省纪委省监委将机制
建设作为“伞网清除”的重要抓手，“打伞
破网”长效机制建设在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省
委组织部建立健全村党组织书记县级备

案管理和村（社区）干部任职资格联审制
度，严防涉黑涉恶人员染指基层政权。省
级政法各单位围绕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
的法律适用等问题，制定出台10余个法
律政策文件，为执法办案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回顾3年的不平凡历程，我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强势推进，带动解决了一
批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社会治理难
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改善，
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2020年，我省群
众对专项斗争成效满意度达到98.05%。

展望未来，我省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常态化、机制化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的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提高扫黑除恶法治
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不断巩固和深
化专项斗争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云南，守护好巍巍云岭、朗朗乾坤！

上接一版《思小路：铺展最美高速公
路生态画卷》

一路向南，顺着思小高速来到太
阳河自然保护区，这里保存着全球同
纬度地带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面
积最大、最集中连片的季风常绿阔叶
林，堪称最耀眼的“绿海明珠”。沿着
保护区内的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生
态走廊前行，一路上都能听到长臂猿
的高声呼叫，还能体验给犀牛挠痒痒、
与小熊猫合影、看猫头鹰睡觉，这里已
成为近年来高端品质游和康养游的热
门目的地。

不为人知的是，在思小高速未建
成前，当地进行了许多森林生态旅游
开发尝试，但由于受交通基础设施、管
理不善等条件制约，都以失败告终。

“酒香也怕巷子深。”太阳河国家森林
公园总经理助理李福辰说，思小高速
建成后，景区便捷度不断提升，入园游
客的不断增多，极大带动了区域经济

的发展。景区旅游平均每年提供社区
300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农家乐 20
余家，带动旅游从业人员400余人。目
前，景区正积极拓展旅游产品外延，利
用森林+生态康养、国际赛事、自然研
学游学、汽车试驾等，与健康、体育、文
化、教育等领域共融发展，围绕森林旅
游探索出一条保护自然与普惠社会的
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据显示，思小高速建成开通
以来，车流量已由通车年 142万辆次
提升至 2020 年 403 万辆次。车流量
攀升的背后，彰显出思小高速公路
拉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从立项、选线、建设到运营，这
条高速公路被“轻轻”地放进了热带
雨林里，以最小程度破坏植被、最大
限度保护生态、最快速度恢复生态，
在保护与发展中架起了“高速通
道”，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份鲜活
范本。

宗国英率省政府工作组在德宏调研时强调

持续用力 稳步推进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民建云南省委召开参政议政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国家统计局
云南调查总队4月13日发布数据显示：3
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
上涨 0.3%，环比下跌 0.3%；1至 3月，我
省CPI比去年同期下跌0.3%。

从同比看，3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
八个大类呈“四升四降”态势。其中，食品
烟酒类价格上涨0.3%，衣着类价格下降
0.6%，居住类价格下降 0.2%，生活用品
及服务价格下降0.7%，交通和通信类价
格上涨2.7%，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下
降 1.0%，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0.1%，其
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0.1%。

从环比看，3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
八个大类呈“三降二升三平”态势。其
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 1.9%，衣着类
价格下降 0.1%，居住类价格上涨 0.3%，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与上月持平，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 1.5%，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价格与上月持平，医疗保健类
价格与上月持平，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
下降0.2%。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运行情况看，3
月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8%。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8.1%，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下降0.4%。3月
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上涨
1.5%。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
2.0%，生活资料价格环比上涨0.1%。

本报讯（记者 陈晓波）今年以来，
云南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严厉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1至 3月共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 2414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1593人，打击治理工作取得阶段
性战果。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强化案件侦破、
大案攻坚、诈骗窝点清剿和“断卡”行
动，以及相关黑灰产业链等打击整治。
特别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突出问题，重
点强化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的
源头治理和打击工作。今年 1至 3月共
抓获涉“两卡”犯罪嫌疑人 3070人，缴
获涉电信网络诈骗手机卡、银行卡 4.23
万张，抓获涉“两卡”行业“内鬼”2人。
同时，积极会同通信管理部门及电信运
营商开展预警防范工作，对疑似受骗群
众发布劝阻预警信息 436万余条，成功
止付群众被骗资金 2.54亿元、冻结 3.8
亿元。

据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
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影响人民群众安全
感的一大突出问题。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是一次全民行动，需要广大人民群
众共同参与。目前，云南各级公安机关
已启动全民反电信网络诈骗集中宣传
行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方位、全时
空、全要素、全覆盖的立体化反诈防范
集中宣传，让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守好

“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段晓瑞）近日，省
县域办（省发展改革委）公布全省 129
个县（市、区）2020年度县域经济运行
情况。

2020年 1至 12月，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完成24521.90亿元，增幅4.0%。各
县（市、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
三位的分别是官渡区、五华区、盘龙
区。其中，官渡区1383.47亿元，五华区
1242.35亿元，盘龙区 928.16亿元。增
幅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华坪县，增幅
为 16.5%；陇川县，增幅为 11.3%；宁蒗
彝族自治县、鹤庆县，增幅均为10.1%。
全省129个县（市、区）GDP绝对数总量
在1000亿元以上的有2个，200亿元至

1000亿元的有 29个，200亿元以下的
有 98个；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
77个。

2020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
7.7%，80个县（市、区）增幅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其中，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
完成绝对值排名前三位，江城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永德县、水富市增幅排名
前三位。

2020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为2116.69亿元，各县（市、区）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数总量在40亿元
以上的有5个，安宁市、官渡区、西山区
排名前三位；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有 93 个，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梁河县、陇川县增幅排名前三位。
2020年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37500元。各县（市、区）中，
盘龙区以49177元位列第一，其次是西
山区 49015元、官渡区 48997元。95个
县（市、区）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双
柏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开远市、永
仁县名列前茅。

从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来看，各县（市、区）中，高于全省12842
元平均水平的有 55个。官渡区 24073
元、西山区 23595元、呈贡区 23298元，
位列前三；泸水市、兰坪白族普米族自
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增幅排
名前三位。

全省县域经济2020年度运行情况公布
官渡区、五华区、盘龙区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三位

巍山彝族回族自
治县21.7 万亩小春农
作物眼下进入收获期，
各乡村农民抢抓农时，
纷纷投入农机设备加快
收割进度。图为农机手
驾驶收割机在巍山县
庙街镇添泽村田间收
割大麦。
本报通讯员 张树禄 摄

小春作物成熟
农机助力抢收

3月我省CPI
同比上涨0.3%

云南公安机关严打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