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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办实事

空投集团探索《被问责或受处分人员回访教育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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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营商环境客服中心正式运营
3版

北京市辽宁商会企业家
赴滇中新区考察

赓续红色基因，坚持绿色发
展；搞活“红色经济”，提升“绿色品
质”，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
下，滇中新区广大人民群众因地制
宜、辛勤劳动，发展特色产业，提升
人居环境，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追求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在
红色与绿色之间，绘就出一幅美丽
繁荣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红色贫困村
变身乡村旅游特色村

嵩明县东村地处大石头水库
深处，距县城 10公里，属于水源保
护区。

在村子偏西方向约两公里的
米口凹山脚，有座龙王庙。1935年4
月，红军长征经过嵩明县，沿路宣
传党的革命思想，在东村龙王庙留
下了“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的
宣传标语，对当地的革命发展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在村子的中心，是胡如瑛的
故居。胡如瑛是土生土长的嵩明
东村人，15岁时参加过护国讨袁
运动，并赴四川作战。返乡后在村
里组织起一支保卫队，1948年整
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
纵队第三支队嵩寻游击大队”，胡
如瑛任大队长，率领 550多人干革
命，于 1949年在一次战役中英勇

牺牲。
宝贵的红色基因，让东村成

为嵩明县红色教育基地的标志性
地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东村
居民经历了修建大石头水库、修
建干河水库、脱贫攻坚易地扶贫
搬迁 3次。2018年，这个省级贫困
村已经脱贫出列，并于2020年通过
了国家考核验收。

“现在的东村，老旧的瓦房都
建盖成楼房，家家住进宽敞明亮的
楼房，以前到山上挑柴做饭的日子
不复存在，变成了家电满屋的幸福
生活。”东村社区居民张文寿对自

己的小康生活心满意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东村社区居民唐德运告
诉记者，去年东村种植的辣椒丰
收，他们就用辣椒做了一面党旗，
铭记党的恩情。

今年，东村结合建党一百周年
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党员教育示范
基地，积极探索“红色+绿色”乡村
旅游新业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
加快建设“红军厨房”“军民连心
廊”“红色宿营地”“农耕体验区”等
乡村旅游新业态，融入农耕体验、

水上体验等项目，增加红色旅游的
沉浸式体验和趣味性。

同时，东村抓住水源保护区定
位，实施“美丽家园、小康库区”项
目，改造湿地，提升人居环境。东村
社区居民谭万学说：“变化非常大，
原来的草堆粪堆变成了美丽的花
园，原来的臭水沟变成了宽敞的水
泥路。”

乡村振兴试点村试水新业态

5月，安宁市县街街道小红祥
村 800余亩樱桃缀满枝头，村民们
喜上眉梢。

刚从单位退休的余林携妻子
返乡，着手打造精品农特产品品
牌，规模化生产“黄牛鲜肉烤干
巴”；烧得一手好菜的村民李德兰
筹备着开办“采摘季”农家乐，她曾
创下一年挣得一辆小轿车钱的纪
录，使得村民们争相效仿，搞活“樱
桃经济”。

2018 年，小红祥村被列为安
宁市乡村振兴试点村。“今年村里
的农家乐已经从 2家增加到 5家
了。”小红祥村党支部书记朱桥珍
说，“近年来，在周边村子纷纷种
起樱桃的情况下，我们村的村民
为适应市场新需求，已试水产业
链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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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6 月
10日，北京市辽宁商会会长、中国
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英
明率在京辽宁籍企业家赴云南滇
中新区考察座谈，目的在于推动
两地经贸合作、吸引在京企业家
到新区投资兴业。滇中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赵学锋
参与座谈。

王英明一行参观了滇中新区
规划展览馆，了解新区发展情况、
园区布局、重点项目和发展规划，
并实地考察中关村电子城（昆明）
科技产业园，了解园区企业入驻和
产业发展等情况。

在座谈中，赵学锋代表滇中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对企业家们的到
来表示欢迎。赵学锋指出，新区是
国家级园区体系中最高的一种产
业承接平台，国务院赋予滇中新区

“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重要支点、云南桥头堡建
设重要经济增长极、西部地区新型
城镇化建设综合试验区和改革创

新先行区”四个战略定位。
赵学锋表示，滇中新区具有面

向南亚东南亚的优势，市场空间比
较大，同时，在交通、水电、税收、土
地和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较大优
势。目前，滇中新区正在重点发展
汽车、生物制药、信息技术、新材
料、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临空经济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欢迎企业家们来新区投资兴业。

王英明表示，昆明气候非常
好，滇中新区具有较好的政策优
势，希望北京市辽宁商会与滇中新
区有更深入的合作交流和紧密联
系，可考虑把滇中新区招商平台延
伸到辽宁商会，商会第一时间把投
资诉求传递给滇中新区，有投资机
会时，商会企业家能与滇中新区及
时对接，达成合作，促进新区经济
发展。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夏生安参与考察座谈；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段宏波
参与座谈。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6月10
日下午，云南滇中新区机关党委举
行2021年度家风建设活动，8户家
庭被表彰为 2021年度“好家风家
庭”。此次“好家风家庭”评选活动
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重要指示和省纪委十届六次全会
精神，推进新区“清廉机关”建设。

此前，经过个人报名、部门推
荐、征求意见及新区机关党委审

核公示等程序，决定授予严敏等8
户家庭 2021年度新区机关“好家
风家庭”荣誉称号。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赵学锋宣布表彰决定，并
表示，希望获得表彰的家庭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大力传承和弘扬好家
风，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红色家风再
立新功。新区广大机关干部职工家
庭要以受表彰的“好家风家庭”为榜

样，学赶先进，建设“好家风家庭”，
切实以优良家风促政风党风、带民
风社风，推动家风建设长效化、常态
化，为推动滇中新区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贡献。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
察工委书记代永林出席活动。

参加活动的新区机关党员干
部职工及其家属还一同观看了建
党 100周年献礼话剧《我的闻先
生》，接受了一次形式新颖的党史
学习教育。 更多报道详见4版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6月11
日凌晨4点，滇中新区小哨核心区
清水海净配水原水管改迁项目经
过紧张的施工，1号支洞与主洞进
口段终于打通，标志着该项目约
5.6公里长的隧洞全线贯通，为实
现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水海净配水原水管改迁一
期工程是滇中新区第一个水利项
目和新区小哨核心区重要的饮用
水源保障。该项目总投资约 3亿
元，输水线路进口段起自空港经济
区中对龙村附近的中对龙河谷，自
西北向东南贯穿小哨核心区，途经
嵩昆大道、哨关大道、灵源水厂，出
口段位于响水村附近。

中建隧道项目部经理李海洋
介绍，该项目的施工方案，是在主
洞侧面开挖了4个支洞，以增加作
业面，加快工程进度。隧洞采用钻
爆法开挖，平均埋深50米。由于地
处岩溶地区，施工中共处理溶洞
20多处、大涌水 2处，主要通过增

加避车洞、竖井投料、斜井出渣来
提高施工效率。自2020年5月全面
正常施工以来，经过各参建单位共
300多人、300多个日夜的奋战，进
入最后攻坚阶段。

由于连日阴雨，长 161.4米的
1号施工支洞、全长1448米的主洞
进口段内，地面泥泞不堪，空气闷
热潮湿，工人们在狭窄空间里紧张
施工，最终在距离主洞入口900多
米的地方，打通了最后的土石方，
实现隧洞贯通。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完善
的水源—输水—净水—配水系统，
成为小哨国际新城—临空产业园
—长水国际机场供水主干网络，保
障面积达 318平方公里。”滇中恒
昇公司副总经理侯明扬表示，下一
步我们还将制定多种措施，抢抓工
程进度，尽快完成工程中三段钢制
水管共 2.1公里的铺设，还有隧洞
内约 3.5公里的混凝土制管，确保
今年9月30日如期实现通水。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近日，
滇中新区西冲路口工程性改造项
目顺利通过相关单位共同验收，正
式投入使用。这是空港投资集团以
项目建设为着力点，切实发挥“我
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实效，扎实推
进民生工作的又一个成果。

西冲公路大型车辆多，交通
流量大。根据片区规划，该路段
远期将重新规划改造为宝象大
道。目前，通行车辆直接穿越宝
象大道规划路口及 G213策磨线
规划调头车道，加之西冲小学紧
靠路口，形成复杂交通环境，不
仅拥堵，对西冲小学师生出行也

有安全隐患。
为提高西冲路口通行效率，确

保师生出行安全，滇中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高度重视，经相关单位
共同研究后，空港投资集团立即实
施西冲路口工程性改造项目，在宝
象大道规划路口及G213策磨线规
划调头车道增设非机动车、人行过
街通道及礼让行人监控系统，仅供
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并将调头车
道迁移至呈黄立交 PXZS14桥墩
与PXZS15号桥墩之间。

该项目顺利完工将极大缓解
该片区的交通压力，有效保障西冲
小学周边的交通秩序及通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6月 11
日，昆明市领导干部党史学习系列
讲座第二期开讲，此次讲座中，昆明
市委党校（院）两位教师分别作第
三、四讲。云南滇中新区 60余名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含一至四级调
研员）在新区和空港经济区分会场
听取讲座。

昆明市委党校（院）经济学教研
部副教授李鹏以《红色经济与党史
钱袋子与枪杆子》为主题，概述学习
党史的重要意义、红色经济简要历
程以及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新区领导干部纷纷表示，成功
和辉煌来之不易，在今后工作中要
保持战胜各种困难、应对各种考验
的信念、意志、作风和勇气，让中国
共产党在艰苦而漫长的历史中形成
的优良传统和斗争精神得以保持和
弘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6月 15
日，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新宝象河河长夏生安率队对
新宝象河（空港段）进行现场巡查。

夏生安一行来到小干河实地查
看保护治理情况，前往槽河查看水
质情况，在西冲大沟查看周边污水
收集处理情况，并详细了解了污水
处理生态系统的运行和雨污调蓄池
工程建设等工作。

“如何确保工业污水不会通过
小干河进入宝象河？”“雨季漕河的
水质如何保障？”“目前在污水收集
处理方面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每
到一处，夏生安都认真询问、详细了
解相关情况。

夏生安强调，要加大对新宝
象河（空港段）及其支流沟渠的综
合整治力度，确保标本兼治、排放
达标，推动水质持续改善、环境持
续提升。要加快推进雨污调蓄池
工程建设，落实安全措施、绿化方
案，提升对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
要加强河道堤坝的防护，解决好
雨污混合水翻坝溢流等问题，确
保雨季水质达标，打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

“红+绿”绘就乡村振兴最美底色
□ 本报记者熊瑛李桀喻劲猛

小哨核心区清水海净配水
原水管改迁项目隧洞全线贯通

西冲路口工程性改造项目顺利完工

滇中新区领导干部
听取党史学习讲座

■ 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 熊瑛）6月 10
日，康旅集团下属省土储公司滇
中新区小哨片区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一期）开展“小哨项目燃气泄
漏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各级管
理人员、现场施工人员应对燃气
管道泄漏的反应速度和应急处
置，积累实战经验，提高项目各参
建单位的协调配合能力。

云南省土地储备运营有限公
司、云南滇中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云南滇中新区规建部、昆明市住
建局燃气处、昆煤集团燃气经营
分公司、空港消防大队小哨中队、
小哨卫生院等各部门参加了联合
演练。

小哨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开展燃气泄漏应急演练

夏生安巡查
新宝象河（空港段）时提出

确保标本兼治
推动水质持续改善

滇中新区机关8户家庭
被表彰为2021年度“好家风家庭”

赵学锋（左二）、代永林（左一）为获得表彰的家庭颁奖 本报记者周凡摄

螳螂川俯瞰螳螂川俯瞰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该项目5.6公里长隧洞全线贯通 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