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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奔 小 康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6月 21
日，云南滇中新区党工委县处级干
部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专题读
书班开班，读书班为期3天，将通过
专题党课、专题辅导、自学、分组研
讨等方式进行党史学习教育集中
学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新区走
深走实。

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滇中新区党工委书记程连元委托，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赵学锋出席开班式并做动员
讲话。

赵学锋指出，学习党史是新
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通过
此次专题读书班的学习，一要做
到学史明理。“明”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之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之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之理。二要做到学史增信。

“增”的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
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信心。三要做到学史崇
德。“崇”的是对党忠诚的大德，
是一心为民的公德，是严于律己
的私德。四要做到学史力行。在
旗帜鲜明讲政治上力行，在践行
初心使命上力行，在艰苦奋斗、

担当作为上力行，在勇于自我革
命上力行。

赵学锋强调，新区各级领导干
部要通过认真学习研读党史学习
材料，重温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光辉
历程，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信念，树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
念，强化奋进新征程的责任担当，
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
有所成，切实把党史蕴含的经验和
智慧转化为攻坚克难、勇于担当、
干事创业的务实举措，加快推进滇

中新区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100周年。

新区各部门、各直管国有企
业、新区税务局，空港经济区党工
委、管委会县处级干部参加集中
学习。

本报讯（记者熊瑛周凡） 6月
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世界经济
论坛联合组织跨国企业专题调研
组赴云南滇中新区调研并召开现
场座谈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
司、“一带一路”创新发展中心、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国际商会
参加调研和座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
司长高健提出，正着力打造“我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

点”的滇中新区区位优势突出，对外
开放合作基础牢固，有丰富而宝贵
的对外合作经验。希望通过此次调
研，让跨国企业深入了解云南，了解
滇中新区的营商环境和绿色产业发
展前景，提升赴云南以及滇中新区
投资和长期发展的信心。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艾德维表示，在中国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
需要外企与中国企业加强联系、通

力合作，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推动更多外国企业在云南找到新
的合作机会，同时邀请新区代表团
来参加达沃斯论坛。

调研组全面了解滇中新区产业
布局及规划发展情况，地方稳外资、
稳外贸政策及外商投资环境，跨国企
业运营状况，地方龙头企业发展经验
等。思爱普（SAP）、陶氏化学（中国）、
拜耳（中国）等12家跨国企业代表现
场与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新区

稳外资、稳外贸政策及相关招商引资
政策进行深入交流，各跨国企业代表
重点就新区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市场方向、石油炼化产
业延链、与南亚、东南亚相关合作机
制情况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分享行
业发展经验。新区相关负责部门逐一
回应问题，并积极与企业共同谋划投
资兴业、长期合作。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段宏波主持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熊瑛周凡）6月
16日，“滇中先锋 跨越建功——

‘信仰的力量’”决赛大幕拉开，安
传贵、马东聿等7名来自云南滇中
新区机关、国企、学校的选手从 48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入选“滇
中新区巡回演讲团”。

“2016年，当我第一次来到呈
黄路建设现场，就被这样一个场景
震撼了：几十台挖掘机排成长队，
机械难以进入的区域，数百人组成
人肉传输带。进度最紧张时，在不
到1平方公里的作业面内，有1000
多名工人同时作业，那时的呈黄
路，夜如白昼！”来自昆明空港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赛选手安
传贵分享了“新区人”的鲜活故事。

云南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赵学锋出席活动颁
奖仪式并致辞，他对“滇中新区巡
回演讲团”成员致以真诚祝贺，希
望大家担起肩上重任，积极参加后
续培训及巡回演讲，将党史学习教
育的“新区好声音”更好地传播出
去，并要求，新区各级要以此次演
讲比赛活动为契机，持续高质量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立足新
起点，奋进新时代，全面开启新区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6月 24日，“滇中新区巡回演
讲团”正式开启，在演讲比赛中决
胜出的7名选手，将赴新区各地激
情讲述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新
区奋斗故事。

旭日初升，嵩明县小街镇小
街社区的保洁公司便忙碌起来，
就近就业的社区居民陆续从公
司出发，走向各自的岗位，开始
新一天。

不一会儿，第一趟垃圾清运的

车返回保洁公司。看着保洁工作运
行井然有序，小街社区党总支书
记赵兴十分高兴：“小街社区去年
4 月成立保洁公司，9 月开始运
行，现已承担集镇及周边 14个村
委会的垃圾清运工作。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通讯员
杨成波）近日，滇中新区纪检
监察工委党支部开展“党课开
讲啦暨党史故事大家讲”专题
党课活动，全体党员通过创新
方式，借助小视频、PPT 等，生
动地讲述红色故事，营造更好
的“党史”学习环境。

活动中，大家先后讲述了红
军军需处长让棉衣、雷打石与三
大纪律、湘江战役、红军抢渡金沙
江、聂耳和国歌等故事，引起在场
人员的强烈共鸣。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纪
检监察工委书记、党支部书记
代永林表示，一幅幅历史画卷
让我们心潮澎湃，一个个动人
故事让我们荡气回肠。我们要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力
量，不断增强对党的感情、对国
家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在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进一
步激发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为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大家纷纷表示，历史是最
好的教科书，在今后的工作和
生活中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永远忠诚于党，自觉继承
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补足
精神之钙，更好地服务于滇中
新区纪检监察工作，展现纪检
监察队伍的新担当、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熊瑛
李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连日来，云南滇中新区各地
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宣传越来越
多，喜庆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滇中新区管委会的
大门前，电子屏上固定打出红色
字样。走进大厅，LED屏幕上播放
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的宣传标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据介绍，滇中
新区管委会和周边道路正按照相
关方案加紧推进红色主题宣传布
置，空港经济区也将以形式多样

的内容喜迎建党百年。
在安宁，一面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迎风飘扬，一个个大红灯
笼明亮耀眼，一盆盆鲜花欣然
怒放，营造了庄严喜庆的节日
气氛。

在嵩明，丰富多彩的形式营
造出浓浓的“红色氛围”。县城各
条主要干道、广场、单位、小区、乡
镇，“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
心历久弥新”等宣传标语随处可
见，到处是一片喜庆热闹景象。巨
幅LED屏上，“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夺
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胜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字幕滚
动播放，字字铿锵有力，让人铭记
于心。

本报讯（记者 熊瑛）6月 17
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昆
明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安宁市新
闻发布，该市将积极融入滇中城市
群发展，在昆明西收费站外迁、轨
道交通安宁线、动车经停站建设上
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

实现“昆安融城”多点突破、连
点成线、纵深推进，全力构建“昆明
主城—太平新城—安宁主城”联动
发展格局，力争与昆明主城实现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优势互
补、公共服务对等均等、消费市场
共建共享。

（详细报道见4版）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为扎
实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筑牢疫
情防控屏障，在云南滇中新区和空
港经济区党工委、管委会协助下，6
月 19日，空港经济区大板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空港商务广

场槽河公园设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以方便大板桥街道及周边居
民。该接种点新冠疫苗接种第一阶
段工作预计将持续到9月30日，附
近居民可就近、就便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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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纪检监察
工委党支部开展
“党史故事大家讲”
活动

安宁市将积极融入滇中城市群发展

空港经济区设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嵩明一社区开办保洁公司

美了居住环境 鼓了大众腰包

滇中新区演讲比赛
7名优胜选手启动巡回演讲

滇中新区党工委县处级干部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专题读书班开班

坚定信仰信念 为人民服务

国家发改委与世界经济论坛组织
跨国企业赴新区调研

迎接建党百年 新区喜披“红装”

空港居民正在接种疫苗空港居民正在接种疫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周凡周凡摄摄

专题读书班进行开班动员 本报记者周凡摄

安宁市民驻足标语前安宁市民驻足标语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周凡周凡摄摄

嵩明街头嵩明街头““红色氛围红色氛围””浓浓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6月23
日，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滇中新区
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 2020年度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情
况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要求，加快推
进滇中新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
作向纵深发展，强化党史党纪学习
教育，确保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宗
旨意识、看齐意识，新区开展了
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党课。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
察工委书记代永林以《全面从严治
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一刻不停推
进反腐败斗争》为主题，从“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重要论述，准确理解和把握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的丰富内涵”“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系统施
治、标本兼治，不断实现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
三个方面讲授了专题党课。

代永林强调，滇中新区反腐败
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
治党任务任重而道远，广大干部对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
认识还有差距，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坚定政治
方向，保持政治定力，提高政治能
力，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为滇中新区实现高质
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新区各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各
专业招商局负责人，各直属管理机
构、直管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新
区机关全体党员参加专题党课学习。

滇中新区开展
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