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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动态News手绘党史“上墙”

本报讯（记者 李桀）日前，
云南格林斯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省花卉示范园区管委会签订框
架投资协议，稀有工业大麻素提
取与转换项目正式落地嵩明。

据悉，稀有工业大麻素提取
与转换项目计划总投资 2400万
元，其中一期投资2000万元。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 5亩，建设厂房、仓
库、公辅设施及质检中心等设施，
总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其中，

粗制车间建筑面积 2600平方米，
包含原料预处理线、提取车间和
清洗线及与其配套的冷冻站、配
电房等。精制车间建筑面积800平
方米，包含萃取液的精制、浓缩、
纯化及精烘包单元，办公及质检
研发中心。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
产 800公斤稀有大麻素（CBG①
与 CBN②）生产线，产品主要为
结晶粉末，销往国内及出口。目

前，公司技术团队掌握的的生产
工艺已处于国内同行的领先水
平，可以萃取分离十三种工业大
麻中不含精神活性的有效成分、
不同含量的大麻二酚（CBD③）
全谱系油、99%纯度以上的 CBN
与CBG晶体、水溶性CBN与CBG
粉末等品种。

据介绍，云南是全国首个以
法规形式允许并监管工业大麻种
植和花叶加工的省份，工业大麻

种植主要分布在昆明、曲靖、文
山、保山、楚雄、红河、丽江、昭通、
玉溪等地。尤以昆明最为突出，兼
具地域优势、种植优势、生产加工
优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竞争
优势，并建有多个工业大麻生物
萃取分离基地，在工业大麻科研、
管理、政策和创新利用方面居全
国领先地位。在昆明，工业大麻是
独具特色、优势突出的生物资源，
将成为昆明市新兴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近日，
由空港经济区管委会主要领导组
成的督导组深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部分点位，深入了解迎复审组
织管理、健康教育、公卫医疗等专
项工作进展情况。

督导组前往长水机场航站
楼，查看洗手台配备情况以及爱
卫知识宣传布局，提出要进一步
营造氛围，普及“爱卫”知识。

在长水中心农贸市场，督导
组听取市场卫生环境整治和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的介绍，提出要协

助商户进一步完善店面内墙铝塑
板的安装，增强保洁度，并就市场
外围环境仍存在乱堆乱搭问题，
要求按照规定标准和时间节点认
真整改。

空港一小高效落实爱卫运动
进校园各项工作获认可，督导组
进一步询问了学校校舍安全建
设、教师队伍提升补助方面的需
求，表示将持续支持学校的全面
发展。

在大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督导组查看了公共卫生与

医疗服务工作情况，提出要以百
姓需求为根本，以扩大提升区域
卫生服务能力为方向，不断完善
功能布局，优化软硬实力，在爱卫
运动中高质量履职。

督导组还查看了文博路、新
320国道、呈黄路辅路、机场高速、
机场内部路、凌翔街、航远路、竹风
路、板桥老街的环境卫生情况，强
调要保持常态化的整洁卫生通畅。

“针对复审宣传氛围营造不充分、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城中村
及城乡接合部整治不达标、农贸市

场管理仍需加强等实际，我们以问
题为导向展开督导。”空港经济区
管委会主任魏乾表示，空港将以人
民为中心、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为
契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老
百姓做好事、做实事。

空港经济区综合办、督查室、
党群工作部、经发局、住建局、环
保局、农林局、水务局、文体局、卫
计局、城管局、云航投资公司主要
负责人参与督导，并就现场发现
的问题及时作出整改安排。

空港经济区
为迎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开展现场督导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近日，
记者从安宁市城市管理局获悉，
今年，安宁市要强力推进“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创建，按照“高点定
位、高标谋划、高效推进”的工作
要求，新建宝兴公园、二专线廉政
文化主题公园、宁湖湿地公园等6
个城市公园，改造新建口袋公园
30个、提升改造林荫路 11条，项
目总投资近 4亿元，实现“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园园相连的城
市绿化景观。

近年来，安宁市城管局秉承创
建为民的宗旨，对标“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创建指
标，进一步补短板、优结构，全面推
进各类绿地建设提升改造。通过实
施城市近山面山低质林提质改造、
城区主要道路U形断面绿化景观
提升、立体花架、花箱隔离栏设置
等系列举措，着力增量提质。

结合公园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安宁提出打造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建设总体目标，构建“出门见

绿、步行见园”的园林绿化格局。
至 2020年，安宁市建成区绿地率
达 37.3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11平方米/人、公园绿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达90.61%。

当前，安宁正在搭建智慧园
林系统，通过制度创新、技术优
化、责任落实、市民参与、信息化
平台的建立来更好地助力城市绿
化“智慧”养护，精细化做好绿化
管理和养护。同步推行“市民园
长”工作创新机制，引导民众参与

城市公园管理，实现公园共建、共
治、共享。

安宁年内将建6个城市公园

孩子们在公园里欢乐嬉戏 通讯员 摄

在嵩明县嵩阳街道寺脚社区
罗锦二组，有一处号称“小石林”
的好景致，嶙峋怪石中可见几棵
绿树，几丛绿植，景致颇有特色。
但由于管理不善，这个曾经的“小
石林”掩映于杂草之中，周围环绕
垃圾、旱厕、柴棚、菜地，秀美风光
变成卫生“死角”。

记者从嵩阳街道了解到，近段
时间，寺脚社区党总支持续深化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充分
发挥党组织组织力、党员战斗力在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坚持“1名

支部书记+1支小组干部队伍+1至
5名党员+1名群众代表+1个片区
群众”工作推进机制，带领社区群
众广泛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中来，村庄面貌、人居环
境、社风民风得到极大改观，“小石
林”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据悉，前些年，在“小石林”旁
居住的农户借“近水楼台”之便，
将周边土地“据为己有”。社区党
组织决定对“小石林”进行保护修
整时，有农户拒绝退还占用土地，
拒绝参与“恢复小石林”行动。

经过多方沟通，借党员力量，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做通该
农户的思想工作，愿意让出占用
区域。支部党员还捐赠了绿化苗
木10000株，积极参与到环境卫生
整治义务活动中来。

现在的寺脚社区，水清岸绿，
绿色植物把“小石林”装点得秀丽
清幽。干净整洁的小道掩映在绿
树红花中，不远处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生态之美日益
呈现。

本报记者 李桀

党建引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嵩明嵩阳街道寺脚社区“小石林”风光再现

社区党员和居民一起重现“小
石林”风光 通讯员 摄

近日，安宁市县街街道下元
良村王菊兰家小卖部门前热闹了
许多——门对面种着两棵香樟
树，树下是村民们纳凉休闲的地
方，“村道的墙上画上图画，沿路
观看或坐下来观赏的人多起来。”
王菊兰说。

近日，下元良村委会联合云
南轻纺职业学院在村庄核心区绘
制“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手
绘墙”，总面积920平方米。

“对本村及周边村民，甚至更
广区域的群众来说，这里是学习
领悟党的百年发展历史和百年非
凡奋斗精神的小场所。”据下元良
村党委副书记李艳苹介绍，手绘
内容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为
轴，分4个时期、4个板块，由轻纺
学院美术专业学生通过手工绘制
结合雪弗板 UV打印完成，图文
并茂地展现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意义和精神。

漫步整洁村道，顺墙面浏览，
中国共产党百年砥砺奋进的脚步
铿锵：1921—1949年，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从中共一大到红船
起航，从红军长征到抗战胜利；
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成功
发射两弹一星，从加入联合国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2012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时期，从成立 4个经济特区
到形成科学发展观；2012 年至
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到“中国梦”的
每一个篇章。

细细阅读中国共产党走过的
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到峥嵘岁月
背后的中国精神：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
神以及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聚力，催人奋进。

平日里忙于农活的村民周
宁，这些日子往来家与田间，都要
驻足观看。“刚开始只觉得漂亮养
眼，顺路瞄瞄。后来就想了解画了
个啥，读读字，就被故事吸引了。
每天看那么几幅画，了解中国共
产党发展历程，也理解为啥要让
我们搞村庄卫生，帮我们改造旱
厕，发展产业，不就是要带领我们
农民过上好日子吗？”周宁说。

李艳苹介绍，手绘墙进一步
美化村容村貌，还解决了实际问
题。“墙体有表层剥落或局部开裂
现象，既不美观也危险，村集体一
直在想办法解决。”李艳苹说，通
过材料选择和绘画上色，墙体整
体改善。原有夯土墙和未粉刷墙
体都进行了防水处理，还可防止
在墙面上粘贴小广告，促进维护
村庄环境整洁有序。

下元良村打造的“中国共产
党百年光辉历程手绘墙”，不仅是
县街街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的特色
做法，也是校地共建共同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的创新举措，更是村
庄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为民办实
事的积极践行。

本报记者 熊瑛

本报讯（记者 熊瑛） 6月3日，
安宁市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

设立乡村振兴局，是该市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
神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地见效
的重要保障。

据了解，自打响新一轮脱贫攻
坚战以来，安宁市大力开展产业、就
业、消费、金融等帮扶，推动全市贫
困村、贫困户全面如期脱贫退出，全
力保障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安宁
市乡村振兴工作将立足新定位、新
起点，不断提高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能力和水平，共同促进“三农”工作
高质量发展。

安宁市
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桀）日前，嵩
明县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标
志着嵩明县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后，揭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

据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嵩明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中央、省市系列决策部署，全社会
共同参与，奋力拼搏，完成全县5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953户 3465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产业发展、
医保参保实现全覆盖，建档立卡户
危房动态清零，贫困家庭适龄子女
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决战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嵩明县
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蒋绍宇 顾燕波 潘祎）日前，记者
从嵩明县了解到，自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启动以来，嵩明县积极谋划，广
泛宣传，为方便周边居民接种疫苗，
还设立临时疫苗接种点，全力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 6月 7日 12时，嵩明县已
累计完成疫苗接种309881剂次。

嵩明县累计完成
新冠疫苗接种
30余万剂次

本报讯（记者 李桀）近日，为
以更好姿态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考核，空港市场监管分局对长水机
场航站楼 50余名商户负责人开展
了食品安全专项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就创卫复审迎接
工作做动员，对当前系列专项检查
工作中商户间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薄
弱环节做重点提醒，要求商户从进
货查验制度、食品安全管理、从业人
员管理、设施管理、清洗消毒、采购
与储存管理、加工过程管理等方面
保障到位，全力提升食品安全管理
水平。

空港市场监管分局
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李桀）近日，
嵩明县妇联联合杨桥街道妇联到
西山完全小学开展“把爱带回家”
关爱活动，为学校20名困境儿童
赠送“学习用品爱心包”，为28名
住校学生赠送爱心蚊帐。活动中，
嵩明县妇联还为西山小学捐赠儿
童图书和体育用品。

志愿者与孩子们组织了一场
“大手拉小手”趣味拔河比赛，大
家在欢笑声中拉进彼此的距离。
随后，巾帼志愿者们为住校同学
挂好蚊帐，和同学生一起对学校
周边道路、卫生死角等公共场所
进行垃圾清理，以实际行动影响
孩子们提高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的责任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

嵩明县
妇联开展
“把爱带回家”活动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日前，滇
中城投公司党委
联合空港板桥社
区居委会、白汉
场社区居委会，
结合“双报到
双 服 务 双 报
告”，前往昆明
市寻甸县红军长
征柯渡纪念馆，开
展“重走长征路 启
航新征程”沉浸式党
史学习教育。

活动中，全体人员激情
昂扬、铿锵有力地合唱了《歌唱
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等红色歌曲，在歌声中重温
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情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热情讴歌
党的光辉成就，表达了对祖国
的热爱和祝福。

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
来，党史知识抢答，大家通过“拼手
速、比脑力、拆盲盒”参与抢答，在
活跃氛围中学习党史知识。

在红军长征柯渡纪念
馆，全体党员面对
鲜红的党旗重温
入党誓词，宣
誓铿锵有力，
展现了党员
永 远 追 随
党、忠于党
的执着与坚
定；大家在
讲解员的带

领下，参观中
央红军总部长

征驻地旧址、总参
谋部作战室和毛泽

东、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
长征路居丹桂村的休息室以及红
军使用过的马灯、草鞋等物品和
烈士遗物。

跟随历史的脚步，沿红军当
年行经路线，全体人员“重走长
征路”，感悟先烈们钢铁般的意
志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革
命先辈途经地重温历史，追寻荣
光。“胜利会师”后，大家纷纷表
示，现场体验教学虽已结束，但
革命精神将照耀大家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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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峥嵘岁月 传承红色基因

■特写

重温入党誓词重温入党誓词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