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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
听证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1号）有关
规定，现将召开云南省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
格调整方案听证会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听证时间

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9：00。
二、听证地点

路中韵酒店 9楼多功能厅（地址：昆明市环城南
路467号）。

三、听证人、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名单

（一）听证人
徐绍文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

主任
邓斯云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金 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听证会由徐绍文主持。
（二）听证会参加人
1.消费者（8人）

王雅丽 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欧文军 富滇银行职员
罗婵娟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
肖志明 昆明螺蛳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胡 兰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工程师（退休）
梁志明 昆明市社区居民
晏万群 昆明市社区居民
高 丽 云南流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2.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4人）
倪 昆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罗应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侯建红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
龙 鲸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书记
3.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人）
杨鸿生 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苏楠南 省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4.专家学者（3人）
刘红春 云南大学
刘富华 云南财经大学
韩 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5.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人员（3人）

夏远飞 省司法厅
严国相 省财政厅社保处社保基金管理中心
李建刚 省消费者协会
（三）旁听人员（5人）
杨新梅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职员
张运宾 雅培公司职员
刘文慧 科医人医疗激光设备贸易有限公司职员
李静青 丹纳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田昆红 平安保险公司退休职工

四、调价方案和项目成本调查报告

（一）《云南省 2021年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方案》（略）；

（二）《云南省 2021年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方案项目成本调查报告》（略）；

详见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
欢迎提出意见建议，电子邮箱：ynsybjjgzcc@163.

com，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29日18：00。
特此公告。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5月15日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召开
云南省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公告

（第2号）

尊敬的中国铁建·西派国樾商品房购买人：
中国铁建·西派国樾逸都小区-郦苑/湖苑商品房已达到交付使用条件，拟定

于2021年5月25日至5月28日办理逸都小区-郦苑集中交付手续、于2021年5
月 29日至 6月 1日办理逸都小区-湖苑集中交付手续，办理地点均位于逸都小
区-湖苑C4号楼（规划幼儿园）。

我司将以邮政EMS快件形式向上述房屋的购买人邮寄交房通知书，请各位
购买人按照交房通知书内容，依据通知书所列时间，如期前往逸都小区-湖苑C4
号楼（规划幼儿园）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办理时间：上午9：00-11：30、下午14：00-
16：00，咨询热线：0871-63330113。

特此公告。
中铁建昆仑云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5日

中国铁建·西派国樾交房公告

本报讯（记者 张潇予 通讯员 艾
丽华）“段警官，有人在QQ上冒充我
的老板，让我转账 2万元，这不就是你
上课时讲到的冒充老板的财务诈骗
嘛！”“是的，李阿姨，辛苦赚钱不容易，
反诈骗知识一定要牢记。”在玉溪市红
塔区高仓社区的花园广场上，几名热
心群众正在向社区民警段俊武讲述最
近接到的可疑电话。在和谐警民关系
下，当地许多群众通过群防群治组织
建设、可疑信息上报等形式主动参与
到社会治安治理中，甚至有不少群众
主动向民警“炫耀”自己识破诈骗的
事例。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
来，高仓派出所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源头治理与防
范打击相结合，打好反诈联动合成战、
反诈宣传全民战、企业反诈阵地战、诈
骗源头心防战，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蔓延势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
防范良好氛围。

高仓派出所依托“高仓多网合一
工作”微信群，每日发布电诈警情，定
期向辖区群众通报发案类型、诈骗手

段和典型案例；发动反诈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负责人、社区网格长、网格员、
居民四级反诈宣传人员和社会力量加
入反诈宣传队伍，构建部门联动、群众
积极参与的反诈宣传工作格局；发动
社区民警、网格员等在社区、医院、学
校、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张贴、悬挂公
益海报和宣传横幅；开辟宣传新路径，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做到
宣传“不漏一企、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工作不留死角、盲区，确保反诈工
作全面覆盖、持久发力。

工作中，网格员根据辖区居民日
常生活习惯因时制宜，采取错时工作
制，将宣传的主要精力放在晚 8时至
10时时段，以及夜间人员比较集中的
烧烤摊、网吧等场所。通过挨家挨户上
门走访宣讲，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海报
等方式面对面、点对点讲解电信网络
诈骗的特点和形式。今年以来，高仓派

出所累计开展反诈讲座 20余场，利用
“多网合一”平台推送反诈宣传、反诈
视频200余条，发放宣传单8200份。

与此同时，高仓派出所充分挖掘
单位内保潜力，针对辖区企业流动人
口较多的实际，开展企业“防诈骗——
你我同行”创建活动。派出所民警深入
企业车间和职工进行面对面交流，通
过冒充领导转账、冒充员工受工伤向
家属打电话索要手术费等真实案例，
对识别和防范“刷单”诈骗、“杀猪盘”
诈骗等电信网络诈骗伎俩进行讲解，
切实守护企业和职工的“钱袋子”。民
警还根据各类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开展案件剖析、总结，认真梳理作案手
法、作案目标等特征，依托“社区警务”

“广场警务”等，精准投放各类易受骗
群体。今年 3月以来，高仓派出所电信
诈骗案件发案率持续下降，较去年同
期下降33%。

玉溪市红塔区高仓派出所：

“多网合一”守护群众“钱袋子”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云岭政法铁军锻造新时代云岭政法铁军

特殊公共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省卫健委通
报，5月13日0时至24时，我省无新增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境外陆路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1例，
为中国籍、缅甸输入。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2例（境外输入）。

截至5月13日24时，我省现有确诊病
例37例（境外输入15例，本土22例），无症
状感染者9例（境外输入3例，本土6例），
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信息：男性，中国
籍，17岁，近期居住于缅甸。5月 10日从
边境陆路入境，即按闭环管理要求转送
至指定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12日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即用负压救护车转
送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结合流行病学
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日前，龙陵县2021年“保护生物多样性、从我做起”主题公益宣传活动在龙陵小黑山保护区周边区的龙新乡雪山小学举
行。活动紧扣“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以3D展板观摩体验、专题讲座、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方式，普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林草防火、防灾减灾等知识，倡导社会公众及学生重视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

本报记者 杨艳鹏 通讯员 郁云江 摄

生物多样性宣传进校园生物多样性宣传进校园

我省新增境外陆路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1例

“益农信息社店面不大，却服务着雁
塔村400多户1100多人口，带动返乡创业
大学生及乡镇青年一起创业。”近日，记者
来到安宁市县街街道雁塔村益农信息社
采访时，负责人杨清彬打开了话匣子。

雁塔村益农信息社位于雁塔村中央
停车场旁、雁塔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园
内，室内面积70平方米，硬件设施齐全，
内设免费WIFI，配有数名信息员。

益农信息社，也叫 12316村级信息
服务站，属于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旨在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缩小数字
鸿沟，将农业信息资源服务延伸到乡村
和农户。该项工作落地云南以来，在部分
地区开始显露成效。

雁塔村是一个以种养业为主的村，
虽然农业基础较好，但在信息化建设和
产业振兴方面条件落后。益农信息社入
驻后，极大地改变了雁塔村的产业结构，

为发展注入了电商活力。雁塔益农社依
托安宁农业农村局信息入户工程，向农
民提供农资产品代购、农业技术咨询培
训、金融、保险、生产生活用品网上代购、
生活缴费、物流中转、农作物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农业全程机械化等服务，村
民足不出村便可享受到高效便捷的网络
信息公益服务。

“益农信息社每天根据村民需求，及
时发布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联系沟通
批量销售果蔬，同时推广果蔬新品种。”
杨清彬介绍，4月 1日，雁塔益农信息社
在益农信息平台进行带货直播，帮助村
民拓展电商销售渠道。

“小事不出户，大事不出村”在雁塔

村并非一句口号。记者在益农信息社看
到，农户在这里可办理社保、银行业务、
文化体育、司法援助等业务，查询市场价
格信息；工作人员可帮助农户交话费、网
上购物。杨清彬说，益农信息社还可以推
送新品种新技术信息，向农民提供农业
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培训，提供信息
技术和产品体验。

雁塔村益农社成立以来，不仅服务
本村村民，更以点带面带动周边县街村
委会、山口村、大元末村以及双福村村委
会进行资源整合，助力区域产业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省基本完成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
任务，建成覆盖自然村的“云农 12316”

三农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云南移动、电
网、建行、三农通等平台业务的融合，建
立起1.2万人的农村信息员队伍。截至今
年 2月底，全省建成 12471个益农信息
社，行政村覆盖率 100%；累计培训村级
信息员 6万余人，依托益农信息社和服
务平台累计开展便民公益服务71.8万人
次，培训农民 4.41万人次，发布信息 568
万条，其中农产品销售信息 2.5万条；便
民服务涉及资金4.1亿元，其中促成农产
品交易金额1.5亿元。

据了解，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完善“政
府+运营商+服务商”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发展模式，优化“精准到村，服务到户”服
务模式，开展公益、便民、电商、培训“四项
服务”和买卖代取缴推“六大业务”，统筹
做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逐步实
现线下服务覆盖全村、线上服务实用实
惠，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淑娟

我省益农信息社实现行政村覆盖率100%——

农业信息服务农户成效显露 同 心 奔 小 康同 心 奔 小 康

“在山区高原也能养殖淡水虾？”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近日驱车沿着
昆磨高速公路，来到位于普洱市思茅
区南屏镇南岛河村的绿成高原生态虾
养殖基地。

绿成高原生态虾养殖基地创建于
2014年，是普洱市第一家罗氏沼虾养
殖基地。基地水面面积约120亩，总投
资500多万元。

走进养殖基地的大棚，一股热气
扑面而来，基地负责人谢富军正在调
试增氧设备，查看生态虾生长情况。

“起初我们专门派出技术人员到浙江
和海南两地的大型虾厂进行实地培训
学习，但是沿海一带的自然条件与这
里不同，学来的养虾技术在我们高原
山区不适用。”谢富军说，为了学习养
虾技术，他走了不少弯路。

面对困难，谢富军没有放弃，他决

定自己摸索。经过3年的探索与实践，
谢富军不断总结经验，慢慢摸索出了
一套适合本土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
养虾技术。目前，基地运行稳定，每个
收获季（4个至 5个月为一季）产量可
达8吨，年产值超过百万元。

看到养虾带来的良好收益，附近
许多村民也萌生了养殖高原淡水生
态虾的想法。在一些村民的建议下，
谢富军向有关部门申请成立普洱市
思茅区绿成高原生态虾养殖协会并
获得批准，目前协会会员已发展到
100余户，南岛河生态虾养殖产业渐
成规模。

生态虾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
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还培养了不少
乡土技术人才，示范了技术样板，走出
了一条致富之路。

本报记者 刘宣彤

进入 5月，居住在元谋县金沙江
畔江边乡小平地村的 32户傈僳族群
众又进入了忙碌的季节。对于将果蔬
种植作为主要产业的傈僳族群众来
说，电是发展产业的重要保障。每到这
个季节，元谋供电局便会结合小平地
村抽水灌溉负荷明显攀升的实际，组
织员工开展特巡，收集农户用电需求，
同时向傈僳群众讲解抽水灌溉期间可
能存在的隐患和危险点，保障春耕生
产顺利进行。

“通电后，我们可以把金沙江的水
抽上来灌溉田地，向坝区的其他村民
学习种植蔬菜。”小平地村傈僳族村民
李金莲家种植了大葱和毛豆，她说，以

前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可以抽水浇地，
非常方便，她还学会了在手机上用微
信交电费，家里也添置了不少家用电
器，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近年来，元谋供电局累计投入
5097万元，实施了一大批改善民生的
电网改造收集项目。像小平地村这样
的无电村旧貌换新颜，不仅村民家中
通了电，产业发展也有了保障。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元谋供电
局将围绕供电可靠率、综合电压合格
率、户均配变容量“三大指标”，突出问
题导向，制定可行的解决措施，开展电
网投资，项目估算1.8亿元。

本报记者 殷洁 通讯员 易念清

养殖生态虾养殖生态虾 踏上致富路踏上致富路

通上动力电 日子有奔头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何嵘）日前，“智慧
丽江·数说未来”城市大脑上线启动仪
式在丽江市举行。“智慧丽江”城市大
脑一期已顺利建成，即将上线运行。

城市大脑是“智慧丽江”的建设核
心，丽江城市大脑通过建设四大中台
（感知中台、数据及知识中台、AI中
台、交互中台）和五大场景，打通数据
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四大中台的建
成，将有效减少重复投入，降低各委办

局及各行业使用并训练AI模型的进
入门槛，在城市综合治理、旅游转型、
社会公众服务、人才教育培养方面为
社会创造价值，支撑丽江市人工智能
产业实现突破和跃升。

在文旅板块，丽江在全国首创运
用了百度搜索洞察数据、实时人口定
位数据、全域交通感知数据，实现文旅
场景的全面分析，助力精准营销，提高
游客服务质量，增强运营能力。

本报讯（记者 张文峰） 5月15日
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城市轨道交
通现代有轨电车示范项目4号线开始
收费试运行。4号线沿途共设 8座车
站，预计运行20分钟到达游客中心。

4 号线主线起点为普者黑高铁
站，终点至普者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站。这是高海拔、高落差、高地质状况
下实施的国内首个县级城市有轨电车
项目，也是国内首条高铁站直达景区
的便捷式城市有轨电车项目。试运行
时段为每日 7时至 23时，运营模式及
发车间隔时间将根据客流量适时调
整、提前公告。

本报讯（记者 戴振华）近日，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首条直通国际
港口的高速路——勐远至关累口岸高
速公路正式开工建设。

勐远至关累口岸高速公路起于勐
腊县关累镇勐远村，止于关累港水运
口岸。路线起点北通昆明至景洪，东南

达国家级口岸磨憨出境通往老挝、泰
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项目批复概算
投资46.88亿元，全长30.32公里。项目
预计于2023年10月建成通车，届时通过
连接高速公路网、省道通往关累国家
级水运口岸，可有效促进边境贸易，在
云南省路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智慧丽江”城市大脑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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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远至关累口岸高速公路开工

本报讯（记者 普孟秋）近日，随着
首批80份咽拭子样本8份环境样本的送
检，位于泸水市片马镇中心卫生院的泸
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二核酸检测实
验室投入运行，日检测能力1000份样本。

片马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对外开放的
省级口岸，西、南、北三面与缅甸接壤，国
境线长64.44公里，外防疫情输入任务艰
巨。以往，片马口岸采集的核酸样本都要
送到95公里外的泸水市疾控中心检测。核
酸检测实验室建成后，送检样本可在第一
时间完成检测，片马全境集贸市场、娱乐
场所等公共区域的环境监测更加便捷。

本报讯（记者 王琼梅） 5月 14日，
昆明市“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理论宣讲大
赛在昆明会堂落幕。

此次大赛是昆明市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系列活动之一。比赛为期2天，54个作品
现场比拼，最终 3个语言类、3个文艺类
作品获得一等奖，将代表昆明市参加云
南省理论宣讲大赛。

据了解，昆明市将进一步探索创新
理论宣讲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机
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以
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昆明举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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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水市片马镇
建起核酸检测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