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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熊瑛）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安宁市市场
监管局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春
节期间集贸市场监管力度，在近
日持续开展春节前集贸市场各类
专项检查，对建成区 16个集贸市
场管理及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
综合“体检”，规范集贸市场经营
秩序。

通过现场检查及查看痕迹资
料的形式，对各市场疫情防控、爱
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春雷行

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烟花爆
竹安全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部分市场存在扫码、
测体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工作和
洗手设施保洁落实不到位，以及液
化气罐随意放置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等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市场主
办方必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加
强节前市场管理，重点做好疫情
防控、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工
作，每日开展巡查检查，确保市

场安全稳定；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要按照整改要求及时
严格整改，确保有落实、
有反馈；各市场主办方要
积极发动经营户对食品
安全卫生、商品质量、消
防安全、商品价格等群众
关心关注的问题开展自
检自查自纠，及时发现、
妥善处理问题隐患，做到依
法依规经营，确保节日期间
市场秩序良好。

本报讯（记者 李桀）春节前
夕，空港市场监管分局打响“春雷行
动·2021”暨春节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战役，聚焦疫情防控防疫物资，有针
对性地开展防疫物资价格监管专项
整治，有力保障防疫物资价格稳定。

空港市场监管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分局重点加强防疫
物资的管控，主要针对辖区内零售
药店、医疗器械批发零售企业、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等市场主体，严格
督促其履行市场主体责任，确保防
疫物资供应充足、保障防疫物资价
格稳定。重点围绕口罩、体温计、消

杀用品、抗病毒药物等关键防疫物
资，了解掌握原材料供应、成品供
应、进销均价、价格波动等实时情
况，加大对辖区内批发零售防疫物
资主体的巡查检查，防止不明码标
价、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违法行
为的发生。

截至 1月底，空港分局共出动
执法人员 23人次，检查辖区药店
14 家，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1
家，对 1家存在不明码标价情况的
药店已责令立即改正。目前，辖区
零售环节防疫物资货源充足、价
格平稳。

本报讯（记者 熊瑛 通讯员
邵博）“我今天是第二次来兑换积
分了，155分兑了1袋大米，还有些
辣椒面、洗涤剂、扫把、胶带等，不
用再去买啦！”2月 6日一大早，凤
仪村村民王加洪左肩扛着用积分
兑换来的大米，右手提着其他物
品，喜气洋洋地走出村委会大门。

2月 6日至 8日，安宁八街街
道凤仪村启动第二轮“正能量超
市”兑换物品活动，群众参与率达
98%以上。

“把家里面打扫干净了有积
分，不吵架不打架有积分，村子里
组织活动积极参加也有积分。”村
民王文勇参与乡村治理获得 83
分积分：“兑换的用品可实惠了。
只要听见村里有活动，我就积极
参加。过年了，把村里的环境搞好
了，村子发展了，最终受益的也是
我们自己！”

2020年 5月 9日，八街街道凤
仪村实施《凤仪村民委员会乡村
治理运用积分评分细则》，从党员

管理积分制延伸到乡村治理积分
制，推行全员积分，激发村民参与
村庄管理的热情和激情。2020年
9月 24日，凤仪村“正能量超市”
揭牌，标志着“积分制管理+正能
量超市”乡村治理新模式正式启
动，推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引导乡村
文明新风尚，进一步增强村民自
治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社会治理
和谐有序、充满活力。

自凤仪村乡村治理新模式启
动以来，全村 336户村民积极参
与，参与率 100%，村民积分从
2020年 5月 10日开始累计，2020
年9月开展了第一轮积分兑换，截
至目前，全体村民总积分 35287
分，其中最高积分为346分。

“村委会积极动员村民前来兑
换剩余积分，让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的乡亲们收获劳动成果，挑选自己
喜欢的东西，把这个年过得更有意
义。”凤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郑宏彬说。

凤仪村“正能量超市”：

小积分兑换出大动力

本报讯（记者 熊瑛）2月 9日
10时，历时4年多建设完工的呈黄
路（经开区至机场高速段）正式试
通车。该路段为连接呈贡区与空港
经济区之间的城市快速主干道，全
长4485米，双向六车道，最大设计
车速80公里/小时。

呈黄路起于昆明长水机场高
速大板桥出口，止于空港经济区南
部规划范围，车程由2个小时缩短

至 30分钟，途经空港经济区—经
济开发区—呈贡区，是空港经济区
与昆明主城及相邻经济区、开发区
联通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昆明东
部产业带的主要通道。

通车后将实现航空（昆明长水
机场）与高铁（昆明火车南站）两个
国际枢纽的有效连接，实现滇中州
市交通路网的大贯通，有力助推滇
中经济圈发展。

呈黄路（经开区至机场高速段）
建成试通车

和畅新区和畅新区 开心快乐过大年开心快乐过大年
□ 本报记者 熊瑛 李桀

本报讯（记者 熊瑛） 2 月 8
日，距离 2021春节仅有 3天。一大
早，杨濮骏从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
公司生产一部催化裂化装置部门
领到两个大红灯笼。午饭毕，杨濮
骏和师傅们乐呵呵地将灯笼挂在
了外操间的门口。

“年初一上班！坚决服从排班。”
2020年 7月，22岁的杨濮骏应聘进
入云南石化，成为一名实习生。仍在
实习期的第一个春节，他决定就地
过年，并自告奋勇加入上班队伍。短
短半年间，他被奉献、担当、进取的
石油精神所鼓舞，直言“有需要，就
要上”。

杨濮骏告诉记者，早前，单位工
会发了米、面、油、零食大礼包等慰
问物资，已一并寄回了临沧老家，给
在当地打工的父母添些年货。父母
鼓励他好好干，争取尽早成为正式
员工。“年初一，我和师傅约定，早早
起来，爬上我们的高塔，迎接新年的
第一缕曙光。”杨濮骏欢快地说。

相较于“新兵”杨濮骏，云南石

化维修保运部动设备主要负责人李
吉俊已连续 4年坚守岗位、就地过
年。“今年原本想和远在外地工作的
媳妇儿一起出去走走，因就地过年
的倡议来了，加上大检修结束，进入
新的生产周期，就继续在安宁过年
咯！”“开心的是，媳妇儿今年也来
了，还有父母、孩子，一家五口就地
团圆！”李吉俊告诉记者，年夜饭要
在单位和同事们一起吃，必须守好
农历年最后一班岗。

“要是有酸汤猪蹄，那就完美
了。”吉林人李吉俊说，自己早已融
入云南，期待年夜饭多些“云南味
道”。过年期间，除完成例行工作，还
要带家人好好泡泡安宁的“天下第
一汤”。

“让每位产业工人在安宁过个
好年，过个温暖年。”1月中旬以来，
安宁市展开为当地企业职工“就地
过年”做好服务的各项行动。

在企业较为集中的禄脿街道，
街道办事处党政班子先后深入祥丰
金麦化工、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

公司等企业，开展“就地
过年亲情不减”慰问
活动，为员工送去
春节“大礼包”。
记者打开礼包
一看：汤圆、饺
子、水果、口
罩、春联……
品类齐全，年
味儿十足。

“春节期
间，公司工会
将组织象棋赛、
羽毛球赛等文化
体育活动，送出丰富
礼品。企业员工家属在
本地的也可参与哟。”云南祥
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彦雄
介绍。

“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发放工资
及补贴，还将适时发放奖励红包。
春节期间，企业不停产，争取实现

‘开门红’，全年力争实现最佳产
值。”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
36 岁的贺朕，

从湖北来云南工
作已有 3 年，
是祥丰金麦
化工的车间
工人。按计
划 原 打 算
回家过年，
想 到 2020
年疫情期间
家 乡 情 况 、

当时保复工复
产的难度，他还

是 决 定 留 下 来 。
“手机上网方便，用视

频给家里人拜年也可以。
企业还给我们安排了调休，疫情
结束再回家探亲。”贺朕说，安宁
逐渐入春，阳光正好，山花烂漫，
过年期间可爬爬龙山，骑行青龙，

“鼓足精神，迎接企业新发展。新
年了，我也要在新的领域谋求新
的拓展。”

“在呈黄路通车前最后冲刺阶
段，作为党员，我庄严承诺：我将积
极投身于呈黄路工程通车前的各
项保通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日前，昆明空港投资集团第
二、第三党支部及中铁八局呈黄路
项目党支部全体党员，在“党员先
锋在一线·齐抓共管保通车”为主
题的党建活动中庄严宣誓，力保呈
黄路顺利通车。当天下午，3个支
部的全体党员顶着烈日清扫路面，
移除杂物，种下“党员先锋林”。

“党员干部只有到项目现场，
才能发现实际问题，现场解决。”昆
明空港投资集团第二支部书记李
应康说，3个党支部设立“现场保
通工作组”，党员们在完成本职工

作的同时，更要发挥各自专长为保
通工作通力合作，手机 24小时开
机待命。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党员
突击队”旗帜迎风飘扬，民兴路与
呈黄路东侧辅道间的先锋林逐步
成形，绿意盎然，人行道也褪去黄
灰，重展新颜。中铁八局呈黄路项
目部副经理张明明说：“目前的主
要工作是集中排查、梳理、解决
在通车前最后准备阶段的难点、
痛点。”

呈黄线通车后，从该路与新
320 国道交会的互通立交桥出
发，30分钟车程就能到达呈贡城
春漫大道，比走东绕城高速减少
20分钟。

本报记者周凡摄影报道

党员先锋在一线 齐抓共管保通车

做足选优配强文章 开启时代发展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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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守岗过年有滋有味

安宁安宁：：进一步加大集贸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大集贸市场监管

双码监测出行“无忧”

1月 28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正式进入春运，长水机场根据云南
省和昆明市疫情防控的政策规定，
对乘机旅客进行“双码”查验，并提
醒进入机场的旅客，除安检等必要
环节，请全程佩戴口罩。

记者日前在昆明长水国际机
场航站楼出发大厅看到，乘机旅客
有序排队，机场工作人员正在一一
查验乘机旅客的通行码。

“提前3个小时前往机场，持双
码乘机。”工作人员介绍，首先，旅客
出示健康码进入航站楼，凭大数据
行程卡进入候机厅。如出现红、黄码
旅客，机场会转交专家组进一步判
定，看旅客是放行、留观，还是进行
核酸检测。有疑似症状的旅客，由
120送到指定医院进行病情甄别。

昆明机场每天严格开展清洁
消毒工作，根据人员密集程度，适
量增加清洁频次，为旅客提供安全
候机环境。

对国际进港旅客，昆明机场采
取全流程封闭管理，所有旅客进行
14天留观，做 3次核酸检测，有症

状的旅客由120直接送指定医院进
行救治。

悉心储备年货“无缺”

在新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
蔬菜、水果、饮料、糖果等春节年货
被商家摆在显眼位置，米面粮油等
生活物资一应俱全，门口工作人员
引导顾客进行体温测量、扫码登
记，顾客出入秩序井然。

据嵩明泰和超市经理杨盛介
绍，目前，春节商品比 2020年同期
多备货 30%，市民无需囤积商品。
物价方面，超市相比去年春节期间
没有大的涨幅或下跌。

在安宁智慧农贸市场凌波市
场，入口处一排排节日红灯笼高高
悬挂，福字、对联和其他小饰品摆满
柜台。琳琅满目的商品、打折促销活
动、喜庆“年货街”，吸引不少市民前
来比价、挑选。买年货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采购了一些肉食和蔬菜，打
算再买些福字装饰家里。

嵩明滨河超市店长崔云东告
诉记者，2020年 12月，超市就做足
迎春节准备：“中央储备肉每公斤
35元、万昌小町米 129元。备货充

足，市民不用担心买不到。超市每
天都做好消杀工作，市民可以放心
购买。”

文化惠民欢乐“无休”

“我和妈妈最爱看央视‘朗读
者’节目，今年过年一起参加安宁
的‘朗读者大赛’，快哉！”安宁中学
学生李春喻兴奋地说。春节期间，
安宁市图书馆将开展“品读经典
聆听新声”线上朗读活动，单人或
亲子组合可以诵读美文线上参赛，
参与网圈投票赢大奖。

安宁市文化馆将带来5期线上
文化活动：《新年大吉》、龙狮舞、八
街凉卷粉、安宁泡菜记录视频等；3
期线下展览包括民间雕刻艺术精
品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等。

在县街街道石庄村，好戏就
位。大石庄滇剧艺术团第一部古装
滇剧《那龙骑兵》将为村民送上激
动人心的滇剧展演。

太平新城玉龙湾，特色柴火
鸡、滇味自助餐、白鹭岛上自助烧
烤全面开启。丛林穿越、乌篷木船、
鹦鹉园、蹦极塔、空中飞人、彩虹滑
道、滑翔翼等活动春节“不打烊”。

帮扶送暖爱意“无歇”

发放救助资金、深入走访慰
问、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新
区各地用心、用情关爱困难群众，
营造温馨暖春。

2月 6日，安宁洛阳池社区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及留守儿童跟随
非遗传承人耿明府学习新春剪纸。
糖画师吴应德和胡付兰现场制作
十二生肖、“福”字等糖画作品，送
给孩子们。

在该市安化社区，“爱心妈妈”
巾帼志愿服务队来到留守儿童杨宇
翔家中，为他送来新学年作业本，手
把手教他如何整理房间，怎样叠衣
服、折袜子，并送上新年礼物。

新春将至，嵩明县妇联走访慰
问贫困母亲、困境儿童以及挂钩帮
扶困难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和身体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心
声，并送上慰问金以及新春的祝福。

走访中，李竹仙说：“自从我去
妇联求助，你们一直关心我家。现
在大儿子大学毕业打工了，家里多
了个劳动力，房子也修了，生活会
越来越好。”

空港：为防疫物资保“价”护航

在滇中
Central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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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造势
切实抓好风险防范

大抓政策宣传引导，舆论造
势。线上，充分运用“云岭先锋”智
慧党建平台、滇中新区报等的新媒
体平台进行消息推送；线下，采取
开展严肃换届纪律主题党日和政
策宣讲等方式，立足党群服务中心
等阵地群，加大对换届政策、纪律
要求的宣传力度，教育引导党员群
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与换
届选举。空港经济区也通过发放政
策宣传手册等形式，加大换届工作
的政策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换届
工作氛围。

紧抓风险防范化解，守好底
线。加强事前摸排，针对重点难点
社区、重点人群、重点事项等，认真
谋划，提前制定疫情防控、舆情防
控管控、涉及拆临拆违等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预案，明确责任并抓

好落实，不打“无准备之仗”；对前
期确定的3个重难点社区，开展新
区领导、空港经济区包保领导、两
级指导组等多轮次谈心谈话，了解
社情民意，化解矛盾问题，确保全
部清零；落实换届工作全程纪实、
换届选举大会全程摄影摄像等工
作要求，确保换届工作依法依规、
公开透明；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建立健全风险防控的发现、报
告、应对、处置工作机制，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

下一步，新区将按照上级要
求，继续督促指导社区在 2月 10
日前依法依规完成居务监督委员
会推选和社区新老班子的工作移
交，确保社区在 2月 26日前完成
居民代表及居民小组长推选工
作，村级共青团、妇联、集体经济
组织在 3月 15日前全部完成换届
选举工作。

3个党支部的党员们顶着烈日到现场清扫路面

杨濮骏杨濮骏（（中中））和同和同
事们把过年灯笼挂好事们把过年灯笼挂好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新区居民喜迎春节新区居民喜迎春节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街头挂起红灯笼，商超堆满好年货，路网联通，“温暖”汇聚——春节临近，云南滇中新区处处呈现欢欢喜喜过大

年的新年新气象。

这里是项目工地，工人们坚守岗位，正铆足劲儿拼个“开门红”；这里是产业新城，生活物资“量足价稳”，能源

供应保障有力，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里是新农村，院坝里晒着腊肉，大门边贴上盈满祝福的对联，农人们笑靥如

花……这是新区的新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