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9 日，云南滇中
新 区 召 开 2021 年 工 作
会，新区“十四五”蓝图
已经绘就，将全面开启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图
为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阅 读
《滇中新区报》，学习工
作会精神。

本报记者周凡摄

图片新闻

滇中新区职工学习2021年工作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
员 李光选 苏应娜）日前，嵩明
县南入城口小游园（老昆曲收
费站）项目完工建成，成为该
县首个拥有智能喷灌系统的
小游园。

据嵩明县城管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小游园建设过程中融
入智能园林喷灌系统，应用物
联网 LoRa技术，实现园林养护
过程中的智能喷灌、动态监测
和 3D可视化数据展示。

系统采用先进传感技术和
云架构模式，实现温湿度、大
气压力、风速风向、雨雪雨量
等环境数据采集，并通过无线
传输方式接入云端，实现环境
数据自动储存和在线分析监
测，用户可通过 PC 端数据管
理系统和 App获取和调控区域
内数据信息，随时随地掌控园
林数据。

利用 3D地图可视化技术实
景还原小游园环境，游园管理
者可用手机或电脑点击地图上
任何一个区域进行数据查看，
了解环境数据，进行喷灌控制
与监控。

据悉，智能喷灌小游园建成
后，嵩明将通过小游园数据采
集，逐步建立园林大数据，为后
续行政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Dynamic 动态

嵩明县首个智能
喷灌小游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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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李桀）春节临
近，返乡人员增多，加之冬春交替
天气反复无常，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带来了不小的风险和压力。

日前，嵩明县嵩阳街道全员
新冠核酸检测演练在晁家社区
居委会下墩村公益事业园开展，
嵩阳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各工
作组、嵩阳卫生院、嵩阳派出所、
嵩阳街道 15个社区等单位参与
演练。

演练模拟事件为嵩明县医院
发热门诊在发热患者排查诊断检
测中“发现”2例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立即送至昆明市疾控中
心复检，当日复检结果仍为阳性，
经查 2例确诊病例出自嵩明县嵩
阳街道，为此，嵩阳街道立即启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派出流调组对其进行活动轨迹流
调和追踪，对密切接触者以及密
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 300人进行

“核酸检测”，继而对街道居民进
行“全员核酸检测”。

演练当天，前来参加演练的群
众扫码测温后，有序进入采样点，
每人间隔一米距离，排队等候采
样。演练现场设置人员等待区、登
记区、临时隔离区、采样区、样品转
运区、医疗垃圾暂存处等区域，区
域之间有明确标识，人与人之间设
置1米线，有效分散人员密度。

整场演练所有环节均严格按
照规范流程进行操作，各部门参演
人员反应迅速、配合密切，演练现
场井然有序，全面检验了嵩阳街道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的快
速响应、物质保障、组织动员和协

同作战能力，为嵩阳街道做好春节
返乡、冬春季节交替等情况易出现
疫情风险，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积
累了宝贵经验和实战技能。

嵩阳街道办事处主任马俊
能介绍：“嵩阳街道各部门、各社

区认真观摩核酸检测全流程，做
实准备工作，不断完善和提升全
员应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标本
采集工作能力，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嵩阳街道开展全员新冠核酸检测演练
Good news 喜讯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近期，
2020年昆明市第三期营商环境
评价公布，安宁市13个指标进入

“红榜”，获得红榜牌。
其中，获第一名的 8个指标

分别是创新创业活跃度、基本公
共服务群众满意度、政府采购、
人才流动便利度、劳动力市场监
管、办理破产、综合立体交通指
数、蓝天碧水净土森林覆盖率；
获第二名的3个指标分别是获得
用气、保护中小投资者、招标投
标；获第三名的 2个指标分别是
办理建筑许可、执行合同。

据悉，在此次评选中，电力
指标成绩靠后。为此，安宁市将
对标全国先进经验做法，进一步
优化电力环境，补齐短板。

安宁市将进一步完善五级
包保联系制，建立工作方案，聘
请营商环境监督员，建立健全政
务服务“好差评”和民营企业回
访机制，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建设
指数，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公平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障。

安宁13个指标
进入昆明营商
环境测评“红榜”

本报讯（记者 李桀）近日，
记者从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空
港经济区分局（以下简称“空港分
局”）了解到，日前，空港分局荣获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空港分局10名共产党员积极递
交请战书，主动要求“请战”抗疫，白
天协助工作组安置湖北籍游客入
住酒店，进行人员信息登记、量测
体温、防护宣传、维护秩序等，晚上
不畏严寒24小时值守酒店，构筑昆
明长水国际机场的疫情防线。

空港分局还成立了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确保疫情防控严
密、市场稳定，保障食品安全。截
至 2020年 12月 31日，分局共受
理机场航站楼投诉、举报 1091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9.88
万元；共办理案件34件。

2020年 7月，省外传出厄瓜
多尔冻虾外包装被检出新冠病毒
消息，空港分局干部立即对辖区
内厄瓜多尔冻虾库存情况进行摸
底清查，共发现涉疫冻虾 37038
公斤，其中，督促退运178.2公斤，
销毁 36859.8公斤。从 2020年 11
月至今，空港分局全体干部职工
38人持续轮流值守宝象万吨冷链
港，时刻留意进口冷链食品进出库
情况，仔细查验，详细登记，摸索出
一套查验核对“五证一码”即检验
检疫证疫证、消毒证明、核酸检测
报告、云智溯二维码及出入库证明
齐全方能出库的高效办法。

目前，空港经济区包含宝象
万吨冷链港在内的 290余个冻库
得到有效监控。

空港市场监管分局
获“抗击新冠疫情”
先进集体称号

安宁奖励稳产增产规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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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熊瑛）为鼓励企
业稳产增产、不停产、加大研发投
入、规模以下企业上规入统，安宁
市近日出台措施，促进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

该市对一季度实现产值 90
亿元及以上企业，给予 100万元的
奖励；实现产值 40亿元及以上、90
亿元以下企业，给予 50万元奖励；
实现产值 10亿元及以上、40亿元
以下，且较 2020年一季度增长 8%

及以上、10%及以上、15%及以上
的分别给予 30万元、40万元、50
万元奖励；实现产值 5 亿元及以
上、10 亿元以下，且较 2020 年一
季度增长 8%及以上、10%及以上、
15%及以上的分别给予 10万元、
20万元、30万元奖励；实现产值
1 亿元及以上、5 亿元以下，且较
2020 年一季度增长 8%及以上、
10%及以上、15%及以上的分别给
予 4万元、5万元、6万元奖励；实

现产值 1000 万元及以上、1 亿元
以下，且较 2020年一季度增长 8%
及以上、10%及以上、15%及以上
的，分别给予 1万元、2万元、3万
元奖励。

该市还对春节当月持续生产
并较 2020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
10%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进行扶持，单家企业给予扶持补
助最高不超过 5万元；对 2021年
以后实现“小升规”的工业企业，

一次性给予 10万元资金奖励，升
规后连续 3年内实现产值同比增
长 10%以上的，每年再给予 10万
元“稳产保规”奖励；属地街道每
新增 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次
性给予 10万元工作经费；对企业
研发费用稳定增长且年度投入在
100 万元以上的，每家补助 2 万
元。对年度研发投入增幅排名安
宁市前 10 位的，每家补助 10 万
元。支持企业实施重点研发攻关

计划，对年度研发费用总量达
5000万元的，给予 50万元资金补
助；超过 5000 万元部分，每超过
1000 万元给予 5 万元资金补助。
同一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补助最高
不超过 100万元。

据了解，该市给予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奖励，资金可
用于奖励企业管理团队和作出稳
产增产重要贡献的企业员工，资
金使用方案由企业自行制定。

本报讯（记者 李桀）日前，
空港经济区在小哨片区开展了
一场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实战演
练，全面检验各级森林火灾扑
救应急联动能力和战术水平，
进一步提高应急预案的实战性
和可操作性。

演练现场，灌木丛中浓烟
滚滚，由于天干物燥，火势迅速
扩大蔓延，身穿防护服、手握消
防器材的白汉场社区义务扑火
队难以控制，立即将火场情况报
告空港防火办值班员，请求增
援。空港经济区森林护卫大队四
中队、方旺林场扑火队立即前往
火场，采取“一点突破、两翼推
进”的战术合围进行灭火。一个
多小时后，省种畜场草山山火全
部扑灭，火场清理完毕。

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赵亮介绍，当前正值冬春季防
火关键期，火灾防控形势复杂
严峻，组织开展森林草原防灭
火演练，旨在提高应急队伍实
战能力，补短板、强弱项，锻炼
队伍。空港经济区将时刻绷紧
森林草原防火安全这根弦，对
全区林区等重点区域和部位进
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全面清
除火灾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空
港经济区将对重点时段、重点
区域专人把守、严盯严防，做好
应对准备、人员准备、物资准
备、实案化准备，全面提升应急
救援能力。在现行的“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长效
机制基础上，不断完善森林草
原防灭火各项工作机制，提升
林火管理水平和防控综合能
力，切实筑牢森林草原防灭火
责任屏障。

空港经济区
开展森林草原
灭火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熊瑛）1月 18
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成立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并举行第一次
代表会议。

据悉，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是云南省民办院校第一家成立
社科联的单位，结合学校 28年
的办学特色和人才优势，大胆
探索高校社科联组织建设，走
具有经管特色的高校社科联发
展之路。

社科联的成立，将有助于
繁荣和促进学术交流，普及社
科知识，提供社科咨询服务；有
助于专家学者开展跨学科协同
攻关，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对发
现、培养和举荐创新人才，准确
反映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激发老师的创新热情和创
造活力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社科联工作，学校将积极营造
良好氛围，加强高校之间创新
与合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专
家学者构建合作发展平台。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成立社科界联合会

嵩明职教新城管委会
与云南工商学院达成
“校政合作”

本报讯（记者 李桀）近日，
嵩明职教新城管委会与云南工商
学院举行“校政合作”暨实践教学
与创新创业基地揭牌仪式，双方
将联合组织学术活动，开展横向
课题研究，通过持续探索，实现更
广泛、更深入、更高水平的合作。

云南工商学院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为职教新城商业区企业员
工提供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考培、学
历提升等服务，通过双方共同努力，
发挥新的合作示范推动作用，争取
实现“校政合作”方面的新突破。

正在进行核酸采样 通讯员摄

近日，安宁市温泉街道珍泉
苑小区居民吴道萍喜笑颜开——
从 2015年初小区建成至今，等了
6 年的天然气终于开通了，“再
也不用担心做饭缺气，要同时备
两个液化气罐了。”本次通气惠
及该小区 95 户居民，让冬天变
得温暖。

据了解，吴道萍家所在小区建
成时入住率达不到燃气公司规定
比例，又处于煤气、天然气使用转
换期，致使燃气一直未开通，后因
管道设备老化，仍使用消防安全隐
患较高的液化气、蜂窝煤等，群众
生活诸多不便。

去年以来，温泉街道致力于争
创云南省特色示范小镇，以美丽

“宜居”为目标，不断升级辖区居民
生活设施。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
明确表示，要加快推进小区天然气
管网铺设检修和老旧设备更换，确
保小区居民在春节前用上安全、方
便、清洁的天然气。

经温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与燃气公司、物业公司多方沟通，
终于在当天让珍泉苑小区开通了
天然气。1月 20日，燃气公司安排
30多名员工挨家挨户对燃气表进
行更换，新表可通过手机实现远
程缴纳费用、天然气使用情况查
询等。

居住在小区 4幢的周世玉仔
细地听完安装人员关于缴费、安
全使用规范等相关内容详细讲解

后，望着簇动的火苗，开心地笑
道：“这么大的火，以后炒菜、洗澡

都方便多了，也不用跑那么远去
缴费了！” 本报记者熊瑛

安装人员正在讲解天然气使用注意事项 通讯员摄

温泉街道：小区居民用上“暖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