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通讯员苏春琳）近日，滇中新
区税务局空港分局深入矣纳
社区开展联建共建活动，“党
史学习小分队”把党史学习
教育送到基层，“税收宣传小
组”深入辖区企业进行税收
政策宣讲。

为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走进基层，空港经济区税务
分局在落实“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基础上，推出“学党史，学
好用好税收政策”活动，组织
党员干部成立“党史学习小分
队”，深入社区开展联建共建
活动，选派业务骨干成立“税
收宣传小组”，深入辖区内企
业进行税收政策宣讲，将税收
政策宣讲与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紧密结合起来。

“这次活动举办得很及时，
促进了工作上的交流，社区人
员对这样的方式也很认可。”

“这样的活动形式新颖，给我们
平时单一的党日活动增添了内
涵。”对活动形式和内容，矣纳
社区党员干部们纷纷点赞。

空港税务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局将结合“我为纳
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相关要求，充分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深入社区
和企业开展更多活动，着力提
升党史学习教育和税收宣传
覆盖面。

进社区学党史

空港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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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

省花卉园实现产业
增收60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朱玉）日前记者从云南省花卉示范
园区（下称“省花卉园”）获悉，目前
省花卉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
新品种 400余个，获国家和云南省
植物新品种认证的花卉新品种 40
余个，在国外注册商标337个，科技
兴农示范带动作用明显，花卉园围
绕蔬菜、花卉产业培育种植大户 32
户，种植规模 2100余亩，实现产业
增收6300余万元。

近年来，省花卉园鼓励引导企
业开展种子资源库建设，提升企业
新品种研发能力，收集各类花卉资
源 500多个种（变种/变型），建立花
卉资源离体及活体保存库，保存菊
花、蝴蝶兰、月季、菌种资源 7000
多个。花卉资源离体、活体保存库，

花卉新品种研发及无土栽培技术
居国内领先地位，有国内品种最
全的菊花种质资源库，收集保留
菊花品种 3000多个，拥有中国科
学院西南家猪分子育种基地、国
家月季测试站、世界竹子种子数
据库、干花博物馆。其中，千景树
水培番茄连续 4年获全球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菌视界公司拥有全
套自主研发金耳工厂化栽培技
术，已完成品种、技术和人才“孵
化”过程，目前可实现金耳鲜菇全
年供应。

据省花卉园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几年省花卉园联合企业充
分发挥产业、技术、平台优势，大力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邀请专家成立

“云南嵩明乡村振兴学院”，联合企

业以园区服务中心为平台，针对用
工需求开展食用菌、花卉、蔬菜种植
技术培训，提升农户就业技能水平，
实现农户向花卉、蔬菜种植技能人
才转变。

截至2020年底，省花卉园组织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18次，创新
创业培训 20次，职业技能培训 35
次，科技特派员培训6次，累计举办
各类培训活动82期，累计培训各类
人员3497人次，累计培训新型职业
农民 1200人。还整合企业、科研机
构、农村产业科技平台，增加农业科
技经费投入，提高农业科技研发能
力，强化农业技术成果推广机制，大
力培养新时代农业产业工人，鼓励
高端农业科技特派人员入园，培育
农村创业生力军。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近日，安
宁工业园区组织市域内各金融机构
及驻市企业汇聚一堂，举行金融支
持工业稳增长暨“园企银”对接座谈
会，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聚焦工业立市，要进一步服务
实体经济，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搭建融资平台，把‘送政策、帮企业、
送服务、解难题’向纵深推进，助力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安宁工业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武春禄
表示，园区着力搭建银行和企业沟
通的平台，旨在加强对企业和项目
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扩大银行业

务覆盖面，促进园区工业经济和金
融事业共同发展，扎实做好“十四
五”开局之年的工业经济工作。

据悉，安宁工业园区在2020年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克服困难，紧盯
目标，立足实效，完成招商引资内资
任务111.92亿元、外资任务2000万
美元，形成项目签约 61个，20个项
目开工建设，15个项目实现竣工，
在全市招商引资平台综合考核中排
名第一。

此次银企合作签约仪式上，云
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昆

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安
宁北控淞源水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分别
签约。

当天，金融单位还与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单位展开对接交流，将进一步
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便利化的
金融服务，支持辖区内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改善园区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安宁工业园区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同时进行了园区
项目、融资需求推介，并与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签约。

本报讯（记者 李桀）在“4·23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嵩明县开展
丰富多彩的系列读书活动。县文旅
局来到嵩阳街道东村社区，把一册
册精美的图书送到社区“馆外流通
点”，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基层，
并联合社区干部群众和小学生开展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颂经典”
主题活动，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
精神。

晨光中的东村幼儿园教室内，
孩子们手握精美画册，神情专注地
倾听工作人员与老师们的快乐讲
述。“今后，馆外流通点将会定期更
新图书，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
求，也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阅读体

验。”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图
书馆以“4·23世界读书日”活动为
契机，将东村社区农家书屋建立为
嵩明县图书馆馆外流通点，首批配
送图书 300余册，并将定期更换，

实现图书资源的共享，让偏远农村
享受到和城市同样的公共文化服
务，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

“党是太阳，我是花。是你给了
我们温暖的阳光；是你给了我们和
煦的春风；是你给了我们奋飞的翅
膀……”临近中午，在县文旅局党员
干部与东村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深情
的诵读声中，“学党史·感党恩·跟党
走·颂经典”主题活动正式开始。县
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尹春来
为大家讲述红军长征过嵩明的故
事，大家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社会
贡献力量。

嵩明县开展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熊瑛）在 4月 23
日第 26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2021年春城文化节“回望·传承·创
新”——“4·23世界读书日”全民阅
读系列活动在安宁启动。安宁市图
书馆把全民阅读、庆祝建党 100周
年、党史学习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等各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
倡导全民阅读。

活动中，昆明市图书馆与安宁
市图书馆现场向公众免费赠送《遇
见安宁旅游导览手册》《安宁市文物
保护手册》，开展惠民书展和数字资

源推广等。省文明办原副主任、全国
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全

国 95所大专院校客座教授蔡朝东
在安宁市图书馆报告厅开展了《信
念与责任》公益讲座。图书馆还对当
天前20名到馆读者、新办借书证的
前20名读者赠送好书一本，并邀请
读者参加党史知识竞猜。

据了解，从 4月 23日至 7月 31
日期间，安宁市图书馆一楼展厅、微
信公众平台设立了《梦想从阅读开
始 成功从脚下起步——4·23世界
读书日主题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上
的第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展》两个公益展览供读
者参观。

安宁以全民阅读引导构建学习型社会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郭婉亭顾燕波潘祎）近日，嵩明县

“胖子书屋”被省委宣传部授予“云
南省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这座
建立已有 15年的乡村图书室日益
成为了当地群众提升自我素质的重

要载体之一。
“胖子书屋”位于嵩明县杨桥镇

兴隆村，主人是乡村诗人刘福祥，人
称“胖子”。2006年，他把刚刚盖好的
房子腾出来做书屋，将自己收藏的
书籍与村民们共享，目前藏书30000

多册。一些曾在图书室看过书的孩
子上了大学，写论文时还会回到图
书室请教“胖子老师”。看着新书被
一点点翻旧，看书的人越来越多，刘
福祥很是欣慰：“对乡村孩子来说，
一本书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嵩明“胖子书屋”获省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

安宁八街相连玫瑰山谷
与您“浪漫有约”本报讯（记者熊瑛通讯员

王丹瑶）4月 23日，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子强
在安宁市博物馆激情主讲《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历程》。以此为始，
由安宁市党史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办公室、安宁市文化和旅
游局共同推出的“党史讲坛”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金子强以深厚的理论造
诣、真挚情怀，围绕近代中国
历史、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
国成立、实现“初心”的新征
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等内容，生动诠释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
伟大成就。讲座极富感染力，
学员们受益匪浅。

接下来，安宁党史讲坛将
推出红色文化系列讲座——
安宁市史志办和市博物馆更
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
契机，持续开展“党史讲坛”系
列活动，讲清、讲好红色革命
历史背后的故事，引导广大市
民铭记革命历史、崇尚革命英
雄、继承革命事业。

“党史讲坛”开讲

安宁

本报讯（记者熊瑛舒珺珩摄影报道）白族姑娘煎好喷香的喜洲粑粑，端出风味独特的“三道茶”，舞起欢
快的霸王鞭，各族儿女唱响山歌表达“心向党”……4月26日，安宁太平新城光崀大村里繁花似锦，欢乐祥和。太
平新城街道2021年新时代文明实践暨首届“白族欢歌荟·情系三月街”民俗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在此启动。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咏比赛、民族服饰展演、非遗手工扎染、白族三道茶、三月街集市、白族特色小吃品
展……在活动现场，游客们为太平新城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盛、活动趣味之丰连连点赞。

据了解，太平新城被誉为“安宁太平白族乡”，蕴含悠久深厚的白族历史文化，“三月街”更是白族群众一个
传统而盛大的节日。结合建党100周年，此次活动融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进一步展现在党的领导下辖
区各民族群众不断增进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宁工业园区汇聚金融力量
支持工业稳增长

光崀大村“三月街”好吃好玩好风光

世界读书日

在“五一”假期来临之际，安
宁市八街镇相连村玫瑰山谷里，

“相恋八街 浪漫有约”主题之旅
活动将热闹开启。

4月27日起至5月9日，当地
将陆续推出 4大主题活动，吸引
游客到八街“赏花、摘花、玩花、吃
花”，探索适合八街食用玫瑰产业
和乡村旅游振兴的新模式。

八街栽培玫瑰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上世纪 70年代。近年来，八
街食用玫瑰花种植已成云南一张
亮丽的旅游名片。每年4月底至5
月中旬，万亩玫瑰进入盛花期，相
连村委会、铁厂村委会、八街村委
会、窑坡村委会、二街村委会等地
连片种植的玫瑰竞相绽放，汇成
花海。

今年 3月，八街启动玫瑰山
谷振兴计划，平整宽阔的柏油路
取代了乡间小路，节假日交通拥
堵问题得到解决。

链接：4大主题活动

少年拉丁、国标、中国舞大赛
时间：5月2日
地点：相连村主会场舞台

乡村音乐会
时间：5月3日
地点：相连村

特色节目展演
乐器展演、大型古筝合奏等，旗袍
走秀、芭蕾舞等，其间，穿插吃凉
卷粉、吃玫瑰饼比赛。
时间：5月4日至5月5日
地点：相连村主会场舞台

特色玫瑰产品展示
及美食品尝活动
时间：4月27日至5月9日
地点：相连村

本报记者熊瑛

记者从嵩明县政府了解到，
嵩明县牛栏江镇云南百花箐山谷
景区的百亩花田鲜花近期已竞相
开放，游乐设施业已布置完毕。

“五一”假期中，昆明市民和游客
可驱车 1个小时，到嵩明感受一
派“诗和远方”的乡村惬意生活。

云南百花箐山谷景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五一”假日期间百花
箐山谷景区将开展一系列适合亲

子家庭、年轻人、老年团队游玩的
活动，让大家体验一把激情四射
与花好月圆，包括涂鸦比赛、贴脸
画、东南西北跑、摸石过河游戏、
卡丁车、丛林越野、森林野战等。
老年人可在景区内欣赏百亩花
海、游历丛林、欣赏风月，在篝火
下起舞歌唱，享受春天的美丽，感
受假期的美好。

本报记者李桀

来嵩明百花箐百亩花田过节

本报讯（记者李桀）记者近
日获悉，为更好方便企业群众办
事，落实好政务服务“办事只进一
扇门”改革要求，嵩明县政务服务
中心将搬迁新址并投入使用。今
年“五一”小长假过后，该中心将
搬迁至嵩阳街道明馨园玉馨路与
玉带路交叉口玉馨路1号。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从 5
月6日起，嵩明县政务服务局（包
括嵩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原
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县市场
监管局企业登记及相关商事服

务窗口和县公安局审批服务、户
政、出入境、交管服务窗口，以及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社会保
障服务窗口、县税务局纳税服务
窗口、县医保局服务窗口、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服务
窗口包括公证服务、县妇幼保健
中心婚检服务功能及其他涉及
企业登记的公章刊刻服务、水电
气市政接入服务、工会服务、残
联服务部分等各类服务事项，将
根据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进驻
新址集中提供服务。

嵩明县政务服务中心即将搬新址

通讯员何瑞华摄

本报记者周凡万旭摄

白族姑娘沏好白族姑娘沏好““三道茶三道茶””

省花卉园内红掌盛开省花卉园内红掌盛开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