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8 月 5 日 星期四
编辑/朱琳琳 美编/丁宁

要闻 3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马仲雄——

为党育好人 为国育好才
“如果说我的初心是立德树人，那么
使命就是为党育好人、为国育好才，这是
我作为基层党组织书记坚守的根本动
力。”
云南民族大学发展改革处党支部书
记、处长马仲雄从事党务工作近 30 年，
担
任过多个学院的党委书记。在每个岗位
上，他都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
员，
第一岗位是党务干部，
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
他创新工作方式，将高校党建工作
融入教学、管理各个环节，针对不同问题
制定个性化解决方案，
党建工作做得有特
色、
有亮点、
有成效，
赢得了师生的口碑。
每到一个地方，
马仲雄都坚持先看、
先问、先调研，再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在
管理学院，马仲雄探索出
“五化三型一重
点”
党建工作体系和
“四轮驱动”
“五位一
体”的协同育人体系；在化生学院，他提
出打造
“五个空间”
，
践行
“五个结合”
，
培
养
“五种能力”
的
“三个五”
学生教育管理

模式，化生学院学生党支部入选教育部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在艺术学院，
他
倡导思政工作学理与价值
“合二为一”
的
工作方式；
在发展改革处，
他带领处里的
同志积极投身学校综合改革，当好学校
党委行政的参谋助手……
多年来，马仲雄坚持带头发挥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支部换届、组织生
活制度落实、党员发展教育、党组织关系
排查、党费收缴管理、软弱涣散党支部整
顿、功能型党组织创建等工作上做到细
之又细、亲力亲为。2017 年，他带领管理
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和本科生党支部，到
昆明南站发起
“学党章，
进基层——我们
一起读党章”
主题党日活动，
获得群众纷

纷点赞。
他牵头举办
“优秀党员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事迹报告会”
“弘扬
主旋律，
唱响中国梦”
民族团结专题大合
唱活动等，引导师生自觉成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坚定拥护者、积极传播者、
模范践行者。
他还牵头开展学院治理，
带
领党员干部弘扬焦裕禄同志的“ 三股
劲”，推动学院重大教育教学改革活动，
用一流党建引领和保障学院发展。
马仲雄还积极为师生解难题、办实
事，
是大家眼中的
“好兄长”。
他常说：
“学
生们就像小树苗一样，
难免会遇到风雨，
我不仅要当好管党务的书记，还要当好
让学生茁壮成长的兄长。
”
马仲雄带头铸牢师生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给学院新生上好民族团结
“第一
课”
，
认真稳妥地解决少数民族新生因民
族习俗不同导致的“生活矛盾”，所在院
系没有发生过一起民族纠纷。
他把教育做在学生的心坎上。2008
年，
学校开始迁往昆明市呈贡新校区，
在
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还未完善的情况下，
时任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马仲雄与学
生同吃同住长达数月，对学院所有学生
的情况如数家珍，
将关心、关爱覆盖到每
一位学生。2014 届怒族学生普早花来自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学习基础较差，
导致
性格内向、自卑，马仲雄经常疏导他，并
鼓励他加入“大学生核心能力提升班”，
提振了该同学的信心。
目前，
普早花已成
长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
一年又一年，马仲雄看着一批批学
子成长成才，
欣慰和自豪写在脸上。
本报记者 郎晶晶

丽江市政府与国开行云南省
分行签署合作备忘录

深化合作推动发展
本报讯（记者 和茜） 8 月 3 日，丽江
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签署
《
“十四五”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合作备忘
录》，全面深化“十四五”合作，共同推动
丽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按照“互相支
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原则，在
“五网”
基础设施、产业体系、新型城镇化发展等
方面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共同推动
丽江新发展。

我省新增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 3 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7 例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 省卫健委通
报，8 月 3 日 0 时至 24 时，我省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 例。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7 例、无症状感染者 2 例。确诊
病例治愈出院 4 例（本土 3 例，境外输入
1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2 例（境外输入）。
截至 8 月 3 日 24 时，我省现有确诊
病例 386 例（本土 57 例，境外输入 329
例）、无症状感染者 26 例（本土 1 例，境外
输入 25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
疗或医学观察。

斗南花卉交易忙
眼下正是夏季花卉生产旺季，
在昆明斗南花卉电子交易中心流水线，
质检员忙着对进场交易的鲜切花进行查验。统计数据
显示，
今年上半年，
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整体交易量达 31 亿枝，
交易额 34 亿元，
半年业绩实现双增长。在拍卖交易数据上，
玫瑰品
种表现突出，
上半年交易量 1.63 亿枝、
交易额 1.56 亿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31.45%和 126.53%。
本报记者 杨峥 摄

开远：村里美了 心里爽了
走入开远市羊街乡红土村委会伍
家村，
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整齐的房屋，
蜿蜒入户的道路干净整洁，
田地里葱葱
绿意，远处是巍峨青山。
“村里美了，心
里更爽快！大家精气神十足，都想着怎
么把日子过得更好。
”
村民杨丽洁说。
在开展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
中，开远市探索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
引进第三方公司构建长效管护机制，
让农村环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0 年，该市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示范县”
。
“垃圾靠风刮，
污水靠蒸发。
家里现
代化，
屋外脏乱差。
过去，
基层干部的主
要精力就是管卫生，
但很难走出
‘整治、
反弹、再整治、再反弹’
的困境。
”
乐白道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段楷介绍。
如今的上浑水塘村，垃圾桶摆到
了村子主干道旁，保洁员每天巡查清
扫，还有专门的车辆回收处理垃圾。村
民李丽芳告诉记者：
“装垃圾的塑料袋
不见了，路上草堆、柴堆、粪堆没有了。

大力 开展 爱国 卫生 运动
生活垃圾集中投放，我们的生活和城
里一个样。
”
上浑水塘村的“变脸”，是开远市
持续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的一个缩影。
自去年以来，开远市在乡镇（街道）成
立市级国有企业子平台公司，在 58 个
试点村庄建立村庄清扫保洁、生活垃
圾清运处理、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运行维护、农村公厕保洁维护等市场
化、专业化、社会化管护机制，健全完
善财政缺口性补贴和农户付费合理分
担 机 制 ，实 现 有 制 度 、有 标 准 、有 队
伍、有经费、有监督的农村人居环境长
效管护，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爱国
卫生
“7+3”
专项行动，制定移风易俗建
设文明乡风“22 条”措施，推动乡村塑
形与铸魂相得益彰，建设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迈上了新的台阶。
“通过竞争性谈判或公开招标等方

式选取运行公司，有效把握政府的‘有
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以市场
化运行促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让农村
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
努力实现
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生活的
‘三美
融合’
。
”
开远市委副书记罗杰介绍。
为保障运行效果，
开远市把考核标
准列入实施方案，按照“周抽查、月检
查、季考核”的工作制度，对各乡镇（街
道）市场化运行工作效果进行检查，并
把考核结果作为支付运行经费的依据。
今年，开远市计划整合投入 1.1 亿
元资金，按照精品旅游示范村、人居环
境示范村、人居环境达标村 3 个档次重
点打造 30 个村庄，形成羊街至乐白道、
羊街至中和营、乐白道至小龙潭 3 条乡
村振兴亮点示范线路，进一步带动全
市自然村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提升。
本报记者 李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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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泸水市六库镇团结社
区居民都能通过小区应急广播，收听
傈僳语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我们都是从高山上搬迁下来的
傈僳族，不会说汉话。广播里放傈僳
语，感觉很亲切，听得懂，也记得住。”
团结社区居民李生前说。
泸水市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乔文华告诉记者，利用大喇叭
循环播放傈僳语版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
重要讲话精神，
不仅让少数民族群
众听得懂、易接受，
还丰富了他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筑牢广大群众爱党爱国
思想基础。
2020 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开展
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建成
4 个县市级应急广播平台、29 个乡镇
分控平台、255 个行政村及 67 个易地
搬迁安置点行政村终端和 1552 个村
组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打通广播覆
盖
“最后一公里”
，
接通党委、政府和群
众之间的“连心桥”，把党的声音传递
到千家万户，让党的惠民政策响彻田
间地头，
成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各族群众实现了从能
“看到

电视、听到广播”
向
“看好电视、听好广
播”
的转变。
应急广播村村响，党的声音人人
听。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怒江州利
用应急广播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机
动灵活的独特优势，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宣传进农村、进社区活动，
充分
发挥好应急广播在舆论宣传、应急指
挥、丰富文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满足了人民群
众的收听需求，
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
“这个大喇叭好，
我们在家也能听
到党的好声音。通过大喇叭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后，心情特
别激动，
很受鼓舞，
觉得今后的日子更
有奔头了。”听见村里的大喇叭响了，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巴坡
村草果种植大户邓仕忠放下手里的
活，
聚精会神地听起了广播。
如今，怒江州 255 个行政村、67 个
易地搬迁安置点、1552 个村组实现应
急广播全覆盖，大喇叭已成为各族群
众倾听党的声音、获取政策信息不可
缺少的重要渠道，让大家足不出户便
能接受精神洗礼，
鼓足干劲，齐心协力
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李寿华

楚雄州：挖掘用好红色资源

普洱茶文化传播中心
在昆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毅） 日前，
《普洱》
杂志社创办的普洱茶文化传播中心在昆
明成立。
该中心成立后，将通过举办不同类
型的活动提升普洱茶文化“软实力”，用
3 年时间在全国发展 100 家“普洱茶文
化传播中心”，以文化助推产业的形式，
将“普洱茶文化传播中心”打造成为普
洱茶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以及普洱茶
文化的重要 IP，为茶产业提供精神支柱
和文化滋养。丽江茶书院、山雨花开、冰
岛茶博馆等茶文化企业成为首批入驻
企业。
《普洱》杂志是国内普洱茶专业期
刊、普洱茶唯一官方授权期刊。

怒江州：大喇叭传递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张子卓） 日前，云
南省高品质酒店招商推介会在弥勒市
举行。
会议从我省发展文化旅游业具有
资源禀赋好、产业基础强、发展前景优
等优势，建设高品质酒店是省委、省政
府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我省未来将
在高品质酒店建设审批、用地、金融、
财政等方面出台的具体支持政策，为
企业在滇发展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
服务措施等方面作了介绍。省投资促

进局介绍了我省推出的全省第一批 25
个酒店重点招商项目。省文化和旅游
厅介绍了云南高品质酒店建设的政策
方案。
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
省委省政府州市现场办公会、全省招
商引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
抓好下半年招商引资重点工作，以招
商工作新成效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按照省委、省政府“每个县建

设一个高品质酒店”的部署要求，在生
态优先、科学选址的基础上，引入一流
团队和成熟商业模式，不断拓展酒店
业务链条，将绿色高品质酒店培育成
为展示各地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窗口，
为云南建设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
地”
提供有力支撑。
会后，与会人员考察了弥勒太平
湖森林小镇、湖泉天邑酒店、东风韵
美憬阁酒店和甸溪河湿地公园等重
点项目。

滇中新区出台招商引资
“1+N”
系列政策
本报讯（记者 尤祥能 周凡） 8 月
3 日，
云南滇中新区 2021 年北京招商引
资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介绍了新区
近日出台的招商引资
“1+N”
系列政策。
据了解，云南滇中新区自成立以
来，始终注重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政策
环境的打造，目前正处于需要加快发
展、率先发展，打造全省最具活力的新
兴增长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重要支点的阶段。为进一步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云南滇中新
区按下招商引资“加速键”，出台了一

系列招商引资支持政策，形成了“1+N”
的政策体系。
“1”是指《招商引资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简称新
区招商引资“黄金十条”，是支持产业
发展的普适政策，相对以往的扶持政
策，更加体现政策洼地作用，送出了实
缴注册资本内资最高可奖励人民币
2000 万元、外资 5000 万元等普适政策
“大红包”
“
；N”
是指重点产业扶持政策，
按新区产业发展导向，
在普适性产业政
策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产业，
制定了重点
产业专项支持政策，作为“1”的有效补
充，
形成重点产业发展
“一产一策”
。

从政策亮点看，
“1+N”政策体系扶
持力度全省最优，在 19 个国家级新区
中极具竞争力。
“1+N”政策体系还改变
了新区过去仅有人才、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三类政策的情况，
根据新区产业发
展重点，
出台了生物医药、金融业、总部
经济、外资外贸等 4 个专项政策。与此
同时，新区将抓紧研究出台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数字经济、临
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和新业态的支持政
策，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在通过政策
实施促进产业集中聚集发展的同时，
打造国家级新区的
“政策洼地”
。

今年 3 月以来，楚雄彝族自治州
博 物 馆 精 心 打 造 的“ 金 沙 水 拍 云 崖
暖——红军长征过楚雄”流动博物馆
行程 800 余公里，先后在元谋县、武定
县、双柏县等地的中小学校及市民广
场举办了 18 场巡回展览，吸引了 5 万
多名师生和群众参观。翔实的史料辅
以 150 多张照片资料、40 块图文展板
和 27 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红军长
征过楚雄的历史，让参观者从中感受
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感受到
党的光荣与伟大。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楚雄州
博物馆充分发挥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国
防教育基地、楚雄州党史党性教育基
地的作用，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庆祝建
党百年系列活动相结合，
把
“我为群众
办实事”
实践活动与
“我为开新局做贡
献”活动相结合，充分整理、挖掘楚雄
州红色资源，
通过精心组织
“金沙水拍
云崖暖——红军长征过楚雄”流动博
物馆展、打造红色文旅智慧化体验基
地、举办《百年辉煌 记忆楚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等

一系列活动，
让红色资源
“活”
起来，
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深入开展。
今年 2 月，楚雄州博物馆以全州
党史文化、长征文化、抗战文化等红色
文化为内涵，采用声、光、电等智慧化
手段和艺术、小品等方式，
在馆内建设
了红色文化长廊，将红色文化长廊和
中共楚雄历史展厅连为一体，打造红
色文旅智慧化体验基地，让广大观众
在观展过程中感悟革命前辈作出的贡
献。该馆还制作了王德三、赵祚传、毕
昌杰、张经辰、曹庆功 5 位英雄人物的
动漫视频，立体式再现了他们对云南
革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
的突出贡献，让观众全方位了解英雄
人物的革命品质和坚定信仰。动漫视
频在红色文化长廊展示播出后，受到
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喜爱。
楚雄州博物馆红色文化长廊建成
开放以来，已有 90 余个党组织、6300
多名党员干部前来参观，30 多万名入
馆观众受到教育。
目前，
该长廊已被列
入我省发布的 60 条红色旅游线路、楚
雄州发布的 10 条红色学习体验线路
之一。
本报记者 吕瑾

昭通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工作
本报讯（记者 谢毅） 入汛以来，
昭通市先后出现 48 站次单点性暴雨，
镇雄、彝良、绥江等地多次发生区域性
强降雨天气过程，147 个乡镇 94 万人
不同程度受灾。
昭通市严格落实责任，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全力确
保安全平稳度汛。
昭 通 市 委 、市 政 府 全 面 分 析 面
临 的 形 势 ，对 防 汛 减 灾 工 作 进 行 再
安排、再强调、再落实，确保有效做好
防 汛 减 灾 工 作 ，切 实 维 护 好 群 众 生
命财产。
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的
特点和防灾能力薄弱的实际，昭通市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
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工作。盯紧气象预
报预警，
气象等部门加强监测研判，
及
时通报信息，
做到提前预警预报、及早
防范处置；盯紧雨情监测预报，气象、

水文等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
变化，对降雨的区域、雨量、强度进行
精准预测；
盯紧地灾监测预报，
牢牢盯
住全市 3322 个地灾隐患点，做到每个
隐患点监测全覆盖，落实好群测群防
责任，
及时采取防范应对措施；
加强预
警信息发布，充分运用互联网、短信、
广播、电视等现代预警手段和大喇叭、
铜锣等传统工具，第一时间将预警信
息传递到企业、到村、到户、到人，
及时
组织群众转移，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为抓实隐患排查，昭通市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深入排
查地质灾害、重点工程、城市易涝点等
风险隐患，
制定
“点对点、一对一”
度汛
措施，
消除风险管控死角，
同时强化巡
查检查调度，
重点确保河堤安全、水库
安全、城区安全。

寻甸凤合示范牧场投入运营
本报讯（记者 杨抒燕） 近日，万
牛进场暨昆明寻甸凤合示范牧场投入
运营仪式在寻甸县凤合镇举行，省财
政厅会同云南金控集团设立的云南
肉牛产业发展基金投资方代表与上
海鹏欣集团牧场主体公司签署了投
资意向书。
据悉，寻甸凤合示范牧场项目一
期占地面积 960 亩，设计存栏 1.2 万头
肉（奶）牛，是上海鹏欣集团在昆明的
首个肉牛产业项目，也是西南地区最

大单体、最大养殖规模的标准化、设施
化肉牛饲养示范牧场。目前，从乌拉
圭引进的 1 万余头优质种母牛已运
抵牧场。
寻甸县将持续深化与上海鹏欣集
团的合作，
启动二期精深加工项目，
项
目全部建成后存栏量将达到 1.5 万头。
双方将构建
“肉牛数字农业”
信息服务
平台、科技创新与服务平台，培育肉牛
全产业链条，助力云南实现千亿级肉
牛产业目标。

大理消防紧急救援一名坠崖群众
本报讯（记者 秦蒙琳 通讯员 王
廷栋 闫斌 李银江） 8 月 3 日，大理苍
山景区玉带云游路一名女子被困悬
崖，
经大理市消防救援大队紧急救援，
女子成功获救。
当天 15 时 08 分，大理巿消防救
援 大 队 古 城 消 防 救 援 站 接 警 后 ，迅
速 行 动 前 往 救 援 。救 援 人 员 抵 达 现

场 后 发 现 ，这 名 女 子 被 困 于 山 崖 下
20 米左右的树枝上，底下便是悬崖
深谷，情况十分危急。经过消防人员
1 个小时的紧急救援，被困女子被成
功救出。医护人员对其检查治疗后，
将其运送下山交由 120 医护人员救
治 。女子体征正常 ，身体多处 骨折 ，
无生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