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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身高 1.75米，体格健硕，
气质沉稳，或笔挺站立在进站口
执勤点，或列队整齐行走在候车
大厅……只要看到全副武装的特
警叔叔在巡逻，旅客们就感到安
全。正是特警们春节期间日夜坚
守，为嵩明县筑起“外防输入”的
钢铁防线。

在沪昆高铁嵩明站，记者看
到，昆明铁路公安局嵩明站派出
所所长敖荣江正与特警队员一起
巡防，认真对进出乘客携带的物
品以及行程码进行检查，维护体
温测量、身份证、健康码查验等进
站秩序。

敖荣江介绍，嵩明站作为县
城交通枢纽站，客流错综复杂，派
出所严格按照相关安保要求，严
格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辖区
治安平稳有序，让广大旅客体验
更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针对嵩
明县疫情防控及春运期间人员复
杂的情况，嵩明站派出所做好反
恐防暴、线路防控、站车查缉、规
范执法、队伍管理等工作，不断提
升高铁整体防控能力，确保辖区
治安持续稳定。

在疫情防控方面，派出所持
续加强对辖区内的沪昆高铁嵩明
站防疫查验工作，在该站重要道
路卡口“重兵把守”，24小时全力

守好入嵩通道，阻断疫情通过道
路交通渠道传播。一旦有体温异
常的乘客，工作人员会立即移交
相关部门进行隔离观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疫
情影响，嵩明高铁站今年原定开
行列车 6趟、高峰线开行 6趟，比
去年减少1趟。虽然每天到发客流
只有120人，但派出所民警和站内
工作人员也始终坚守阵地，工作
到最后一趟列车离站。

昆明铁路公安局嵩明站派出
所民警赵崇告诉记者：“春运以

来，车站情况比较复杂，人员流动
性比较大，值守民警要对所有来
高铁站坐车的旅客进行实名检
查，包括所携带的物品、从哪里
来、接下来的行程等，就是为了给
大家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稳定的春
运环境。”

虽然没有充裕时间陪伴家人
过一个热闹的春节，但执守人员坚
守嵩明高铁站工作岗位，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竭尽所能，为每
一个在嵩明欢度春节的居民，守住
了健康、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记者 熊瑛 通讯员
施增涛） 2月 19日，春节收假第
二天，记者来到云南善施化工有
限公司，看见各个生产车间工人
们正在忙碌中。

“企业全员就地过年，在岗持
续正常生产。预计今年一季度的
产值相较去年能增加 10%，努力
为全年总产值目标奠定良好基
础。”云南金色田野企业集团党支
部书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邱海
军说。

“年三十儿，董事长与我们一

起吃年夜饭，初一初二生产一线
照样是全员上，领导们做后勤保
障工作。”公司职工李刚表示，今
年的“就地过年”，大家一起坚定
瞄准“新目标”。

据悉，云南善施化工有限公
司是隶属于云南金色田野集团投
资的全资子公司，该集团前身为
云南省磷业公司安宁复合肥厂，
是一家从事化肥工业、产业化农
业、投资开发、商贸等综合性生产
经营的民营企业。

为了确保留下来的员工能够

过个安心年，企业不仅在职工思
想引导方面做足功课，还在经济
补偿方面出台实实在在拴心留人
的措施。“春节期间能留下来在我
们公司过年的，除了工资之外，还
每人给予适当的补助，每人（每
天）200元。”邱海军说。

据介绍，云南善施化工有限
公司有职工 200余人，除 17名管
理人员外，有生产一线职工180余
人。全部职工都选择留在生产一
线过年，主动保障了春节期间的
正常生产。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李光选 苏应娜）整齐的停车位，
绿化带、内外墙焕然一新……日
前，记者从嵩明县住建局了解到，
嵩明县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全面完成，上丰登小区、下丰登小
区和景观小区89栋建筑、4.5万平
方米完成改造。

据了解，改造前的景观小
区雨污不分流，强弱电线路没

有架空，淹积水问题突出，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除了
解决以上问题，还增加绿化面
积，建设燃气管网。丰登小区地
面得到硬化，绿化也得以提升。
嵩明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改什么、怎么改”，由居
民“点单”做决定，提升居民满
意度。

今年，嵩明县住建局将县城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作为重点民
生项目抓落实，对 2000年以前建
成的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建立项目库，按照嵩明县城发展规
划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十四五”规
划，将失养失修失管严重、市政配
套不完善、公共服务不健全的老旧
小区纳入2021年～2025年改造计
划，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这个
‘牛’年春节过得很舒心，我和工
友们铆足了劲要在新一年里好好
工作。”2月 18日，收假第一天，安
宁一建筑工地上一早开工的农民
工何先生精神饱满。

年前，他按时领到了53200元
工资，给在红河泸西县的家中寄
去不少年货，还余下 3万元存款。

“手里有了钱，一年的辛苦都值
了，心里不慌，身上有劲儿！”

据了解，2020年 12月，67名

农民工曾因被公司拖欠工资向安
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
裁，最后，与公司达成于2020年12
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所欠工资的
调解协议。2020年 12月 16日，安
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分别作
出仲裁调解书。

2021年 1月 25日，何某等 67
名农民工向安宁法院执行局申请
执行该批仲裁调解书，要求公司
支付数额为 1300元至 53200元不
等的工资，共计76万余元。

该执行案件受理后，安宁法
院执行局根据涉民生案件优先原
则，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按法定程
序依法采取相应强制执行措施，
不到两周时间就将公司拖欠67名
农民工的76万余元工资全部执行
到位。

2月 8日上午，安宁法院执行
局对 76万余元工资进行全额发
放，让农民工们在这寒冷的日子
中感受到司法温度，过上了一个
喜“薪”、顺“薪”年。

本报讯（记者 熊瑛 通讯员
徐李欣男）近日，安宁市新购入
的 30辆纯电动豪华公交车正式

“上岗”，总价值近3000万元。
“新车真宽敞，座位也比以前

舒适得多，空间利用更合理，乘车
价格也没变，舒适！是咱老百姓的

‘平价豪车’。”“这车专门把驾驶
区域隔离开来，能保障司机和乘
客安全，非常好。”试乘当天，市民
们纷纷点赞。

新公交车外观为灰绿金属
色，颇有科技质感，据悉由德国进
口材质打造，乘坐空间宽敞，座椅
设计优良，搭配电子信息化的操
控及服务系统，现代感十足；驾驶
舱更具安全性，座椅可根据驾驶
员身高体重自动调整，包裹到位；

整车时速最高 60公里/小时，能有
效防止超速行驶；配发动机记录
仪：每天刹车油门使用次数、司机
驾驶趟数等皆有自动记录。

目前，安宁共有公交车 539

辆，其中，新能源车269辆，营运线
路 99条，日均发班辆 2350趟次，
新能源车出行分担率达 39%。预
计到2024年公交车辆全部采用新
能源车。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顾燕波郭婉亭潘祎）近日，嵩明
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金琼仙被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中国红
十字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称号。

2020年初，嵩明确诊 3例新
冠肺炎阳性病例，全县防控形势
异常严峻，医疗物资严重紧缺，嵩
明县红十字会担负着管理分配捐
赠款物的重任，金琼仙一刻也不
敢懈怠，坚持守岗有责、守岗尽
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一
名基层红十字工作者的精神与风
采，通过与红十字会同仁的努力，
赢得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

疫情防控期间，金琼仙制作
了疫情期间物资、资金接收登记
及捐赠台账，每天及时与会计、出
纳核对，整理发布募捐动态。白天
举行捐赠活动，晚上加班对账、反
复检查、整理捐赠信息，不论多
晚，都把当天收支情况准确无误
地公布出去，一个人坚守了28期。

她还第一时间得到嵩明县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授权：
属于定向捐赠的物资、资金统统
由县红十字会按照捐赠者的意愿
分配，所有定向捐赠资金在业务
发生后 72小时内均拨付到指定
的受赠单位；属于非定向捐赠的
物资、资金由红会提出分配方案
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后及时
安排到疫情防控一线，使用率达
100%。县红十字会与物资保障组
配合默契，没有出过一笔差错。

金琼仙表示，疫情防控仍没
有结束，她将继续团结带领嵩明
县红会全体干部职工以及红十字
救援队重点配合抓好防控物资储
备，协助做好预警预防，建立健全
红十字会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机
制，为全面发挥志愿者在应急管
理工作中的作用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春运
期间，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登机口服务部依托“七彩晴天”班
组，策划组织“蓝衣”特别保障小
组，在昆明机场候机厅内着力解决
广大旅客特别是老年人在航空出
行、智慧出行方面遇到的困难。

据介绍，“蓝衣”特别保障小
组四人一组，提前了解航班情况，
在候机厅各个登机口之间为往来
旅客提供服务和帮助。遇到老年
旅客，会主动指引他们前往对应
登机口乘机，并帮他们完成目的

地健康码、行程码填写。遇到航班
保障时，保障小组成员会协助完
成排队、分流、清点小牌、督促旅
客手部消毒、指导旅客正确佩戴
口罩等工作，以保障登机环节工
作有序、安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

对候机厅范围内的老、弱、病、
残、孕等特殊旅客，保障小组成员
也会给予特别照顾，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最大程度解决旅客在智慧
出行中遇到的困难，提升旅客出行
体验感。

嵩明高铁站嵩明高铁站
以以““钢铁防线钢铁防线””保安全保安全

□本报记者李桀通讯员符娆娆王顺

安宁部分企业员工安宁部分企业员工““就地过年就地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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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一建筑工地67名农民工领到76万余元工资

过上了一个喜“薪”顺“薪”年

嵩明县首批老旧小区改造完成

安宁市30辆纯电动豪华公交车“上岗”

机场地服“晴天蓝”帮助老人智慧出行

■ 喜讯

金琼仙获
中国红十字会
“抗疫先进个人”称号

本报讯（记者 熊瑛 通讯员
李春文焦凯）2月22日2时，中石
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首批119吨3
号粗白油新产品完成调合顺利装
车出厂，云南石化炼油产品又增新
成员，可广泛应用于生产纺丝油、
涂料、金属加工液等，也可用于生
产优质白油，市场前景广阔。

牛年春节期间，面对航煤产品
出厂压力大，库存高等难关，公司主
要领导多次组织专题研究，确定白
油生产、销售方案。2月19日，试生

产的3号粗白油通过国家石油石化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分析鉴定。

据储运部产品罐区工艺工程
师李昊坤介绍，装车出厂过程中，
从罐区内防互窜到装车管线顶线
置换，再到槽车出厂前质量把关，
全过程落实质量控制措施。经化验
分析，产品达到出厂质量要求。

3号粗白油的生产、销售，将
有力助推云南石化提质增效，降
低航煤产品库存，确保企业产销
平衡。

■ 聚焦

云南石化3号粗白油新产品出厂

正在执勤的昆铁特警 通讯员摄

通讯员摄

地服人员正在解答老人疑问地服人员正在解答老人疑问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 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倪嘉云）2月19日下午1时50分，
福州航空的FU6510包机航班满载
172名务工人员，从昆明长水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福建福州。据悉，这是今
年我省组织的首架务工包机，务工
人员分别来自大理、楚雄等地。

为方便此次乘机，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开通绿色通道，按照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由地服公司、安检站
等部门提供值机专用柜台和专用
安检通道：设置 6个专用值机柜
台，开通 5个专用安检通道，使务
工人员在较短时间办理完托运行
李和乘机手续，快速通安检。

据悉，包机运输保障任务圆满

完成，让外出务工人员从“家门口”乘
大巴到机场，乘飞机到福州后，再由
当地包车直接送到福州各企业“厂门
口”，省去路上的奔波劳累之苦。

云南省就业局副局长杜华杰
表示，自今年 1月以来，我省派专
人赴劳动力转移就业相对集中的
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地，对接
劳动力返岗就业相关事宜。“继 2
月 14日大年初三启动首班‘务工
专车’前往广州后，我们又与福州
携手推出‘务工包机’。”杜华杰介
绍，为助力返岗复工,我省还成立
了服务协调小组，由人社部门负责
精准摸排外出务工人员返岗需求
和输出地输入地有序有效衔接。

本报讯（记者 李桀）过年的
暖意还没有退去，怀揣梦想、在外
拼搏的“打工人”已重新背上行囊，
再次踏上新征程。日前，嵩明县人
社局组织返岗包车，点对点免费送
务工人员返岗。

春节大假结束后的复工日当
天，前往上海的4名务工人员早早
来到嵩明县人社局统一集中，有专
车将送他们前往目的地，让他们

“出家门即上车，下车门即进厂”，
降低疫情对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

家住嵩阳街道接界村的张建
梅、马成已在上海日善电脑有限公
司打工1年多，以往春节后返岗都
是自己出钱坐火车，今年听说可免
费坐高铁返岗，两人立即报名——
张建梅告诉记者，这次嵩明组织包

车免费送他们上班，为她节省了将
近1000元的交通费用。

据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
统计，嵩明全县共有农村劳动力
17万余人，转移就业 15万余人，
省外转移就业 750人，分布在广
东、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山东、
贵州等多个省份。截至目前，嵩明
县人社局分 3批次输送外出务工
人员 9名，其中，福建 1名，上海 4
名，浙江4名。

据介绍，每一批次送岗都是
“点对点”输送，由专人全程护送
到昆明，再免费乘坐飞机、高铁或
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工作地，确保
务工人员输出有组织、健康有检
测、承运有防护、到达有交接、全
程可追溯。

嵩明县免费送务工人员返岗

本报讯（记者 李桀）近日，记
者从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了解
到，2021年春节假期期间（2 月 11
日至17日），全省机场共保障航班
起降 4996架次，旅客吞吐量 48.87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905吨，货邮
吞吐量同比增长61.89%。其中，昆

明长水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
2946架次，旅客吞吐量 31.67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2641吨，货邮吞吐
量同比增长62.71%。

截至目前，全省机场总体运
行情况平稳有序，无不安全事件
发生。

昆明机场运送旅客超31万人次

昆明机场组织“务工包机”

飞往福州的务工包机 通讯员摄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李桀 通讯员
李永富 李云霞）近日，嵩明职教
新城文苑社区揭牌仪式在文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为民服务站举
行，嵩明职教新城首个城市服务
社区挂牌成立。

据了解，嵩明职教新城总规
划面积 55.602平方公里，“十三
五”时期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预完成 254.4231亿元，建成区面
积超过 8平方公里，入驻院校达
到 17所，14所实现招生，在校生
规模超过12万人，园区总人口突
破13万人。

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园区
院校、企业不断增多，人口迅速聚
集。领秀知识城、御景新城、公租
房等小区常住人口不断增加，社
会服务管理压力与日俱增。新成
立的文苑社区目前主要以上述服
务为主，同时覆盖辖区所有院校、
企业。对提升基层党建整体水平，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社区成立后，将以“想群众所
想、帮群众所难、解群众所忧”作
为服务宗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引领带动社区居委
会、社区物业、社区业主抓实党群
活动阵地、娱乐文化阵地、爱心守
望阵地、议事协调阵地、安全维稳
阵地建设，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和
群团组织作用，开展各类便民利
民服务，全方位地服务辖区居民，
将社区打造成为“最具人文关怀、
最具幸福感、最具归属感的和谐
美丽社区”。

■ 动态

嵩明职教新城
首个城市服务
社区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熊瑛）在刚刚
过去的冬日里，安宁城市公厕洗
手台持续流出温暖的热水，给予
广大市民更多关怀。

据悉，在持续推进“厕所革
命”工作中，该市城管局进一步提
升公厕人性化服务水平，从细节
着手，梳理前期安装的热水龙头
存在忽冷忽热、水流不稳定等问
题，在满足条件的城区70余座公
厕中更换热水龙头。

新换的热水龙头达到耗电
功率低、恒温出水、即时出水效
果，让市民感受到家居式温馨
舒适如厕体验，在细节中提升
城市温度。

安宁城市公厕
洗手台流出温热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