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管主办

滇中新区报社 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3-0057

邮发代号：63-3

每周四出版

世界坐标上的滇中 新区视野中的世界

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辛丑年正月廿八

总第301期 本期4版

新闻热线：0871-64116439

昆明地区天气预报：白天 晴 西南风2级 3℃-17℃ 夜间 多云 西南风2级 3℃-11℃ ＞发行服务：0871－64148886 ＞广告服务：0871－64155976 编辑/王丽梅 美编/刘一飞 组版/黄桦本报地址：昆明市日新中路516号云报传媒广场 数字报网址：http://www.cnepaper.com/dzxqb 手机版网址：http://www.cnepaper.com/dzxqb/h5 主编/雍明虹 尤祥能 饶勇 编审/李竟立 本版责编/马逢萃 美编/杨千红

■ 活动

嵩明“春风行动”送岗位3600余个
3版

全力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
2版

三月的云南滇中新区人比花俏
4版

云南滇中新区干部群众热议全国两会

为担当作为实干苦干积蓄力量
□ 本报记者喻劲猛马逢萃熊瑛肖永琴

新区
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

围绕“高质量发展”和“双循
环”两个热词，滇中新区经济发展
部部长严敏表示，今年将重点抓好
以下工作：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
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提升区域
产业结构，加快建成现代制造业示
范基地、国际化经贸交流基地、云
南特色产业创新基地。聚焦新门
户，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交通枢
纽，主动服务云南省“双十”重大工
程建设，融入国家区域大通道、链
接泛亚国际大通道，推动新区由内
陆交通节点转变为内畅外联、陆空
一体、互联互通、智慧高效的现代
化国际性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进一
步深化拓展市区融合，全面加强与
自贸区昆明片区、昆明综保区“三
区”联动发展，重点建设云南自贸
区联动创新区、“航空+入境旅游”
消费中心、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滇
中科技创新园等十大开放合作平
台，提升新区在“大循环、双循环”
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区行政审批局审批处副处
长朱恒俊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加
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新区行政审批局将围绕高
质量发展要求，打造高品质服务方
式，健全和完善新区行政审批制度
体系建设，构建从放权、用权、监管
到服务的顺畅机制体制；推进数字
化政务服务，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跨省通
办；全面梳理新区营商环境短板弱
项，以优服务、降成本、减时限、减
环节为重点，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新区投
促中心工作人员赵显超认为，应

认真履行职能职责，积极做好企
业各项服务工作，全力支持新区
实体经济发展。为来访企业、投资
人提供新区投资政策、法规、办事
程序、商务咨询等方面服务，为相
关企业推荐适合的投资项目和合
作伙伴；积极为入驻企业提供协
办代办服务，提高落地时效；全力
以赴做好落地项目服务工作，促
使项目尽快实现投产，全力协助
企业解决选址、厂房设计装修、水
电改造、设备安装调试、排污、员
工招聘等工作。

云南滇中新区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邬留告诉记者：“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再次升级减
税降费‘红包’，进一步提升小规
模纳税人起征点，延期执行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高制
造业加计扣除比例等减税降费举
措。滇中新区税务部门将持续巩
固减税降费成效，严格执行各项
税费优惠政策，积极开展减税降
费政策在助力企业发展等方面的
效应分析，确保各项税费优惠直

达基层、直达市场主体、直接惠企
利民，让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

‘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安宁
努力创新谋发展

当前，安宁市正处于创新作为
的战略机遇期。针对全国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中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强
大国内市场和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的有关内容，引发安宁市各产业发
展相关部门的热议。

在安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
长查春来看来，今日安宁，高质量
发展的科技创新要素正不断聚
集，新的创新竞争优势正在形成。

“为发挥科技创新在推进新型工
业化中的核心作用，安宁正构建

‘124’现代绿色工业产业集群，推
动石化、磷盐化工、冶金等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材料、绿色装
备制造、环保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

据查春来介绍，市工信局已牵
头拟定了《安宁市2021年一季度促

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五条措施》等
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创新平台
建设等方面进行扶持奖励，为企业
创新活动保驾护航。下一步，还将
探索构建科技企业“个转企、小升
规、规改股、股上市”梯次培育机
制，加大引育力度，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主导、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人才优先”，查春来
认为，安宁应围绕重点产业和新兴
产业发展需求招才引智。同时完善
本土人才可持续培养机制，把人才
培养作为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和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实
现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部署。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农
村、农民将面对哪些新课题，呈现
哪些新变化？这是乡村振兴破题的
关键。”安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
光耀介绍，2021年开始，安宁市将
全面谋划乡村善治“安宁样板”。

“2020年，安宁市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到了 78.8%。”刘光耀提
出，安宁创新乡村振兴的首要是
创新乡村治理。创新发展路径是
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以自治法治
德治智治融合为根基、以强村富
民为目标、以农村人居环境根本
改善为底色。

据介绍，安宁市将建立市级公
共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升级完
善“诚信安宁”网站，逐步实现与省
级信用信息平台和昆明市信用信
息的互联互通。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监督和奖惩机制。充分发挥村（居）
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监督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的执行，处理处置违
规违约的现象，形成干部党员带
头、村（居）民群众自觉，相互监督、
齐抓共管的良好风尚，切实提高村
民自治水平。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你做
的这个真好看！”“这棵网纹草再
栽矮一点就更好了。”3月 8日，欢
度国际妇女节，云南滇中新区组
织开展了桌面微景观制作“三八”
节活动，为新区全体女干部职工
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让她们
把浪漫心思布局于桌面微景观
里，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特
别的节日。

此次活动，由云南滇中新区
机关妇委会和中国建设银行昆明
城南支行携手举办。

新区规划建设管理部建设管
理二处处长、新区机关妇委会主
任王瑾在活动致辞中说：“新区成
立 5年来，女同胞们以‘巾帼不让
须眉’的精神，恪尽职守，精益求
精，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富有特
色、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助推新
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完美
地诠释了新区女性的自信和担
当。”她代表新区妇委会、女工委
向新区全体女干部职工致以诚挚
的问候，祝愿她们以昂扬的精神，
用智慧和汗水谱写更加辉煌的人
生篇章，助推新区事业更加辉煌。

活动邀请到台湾嘉澍花艺设
计工作坊园艺治疗师张馨予讲授
桌面微景观制作技巧。参与活动

的干部职工卸下职场的铿锵，用
愉悦的心情，制作出一个个别出
心裁的桌面微景观，并评选出 10

件优秀作品。罗建梅、杨茜、张凤
莲等获得 2021年新区机关“最巧
女神”称号。

本报讯(记者 熊瑛 周凡 摄影
报道）3月 1日，开学第一天，安宁
温泉街道官庄、后山、甸中 3个村
委会98名学生上下学公交专线车
正式开通，村里的孩子们从此有
了安全、便捷的“专属校车”。

“费用从每月租车300元不等
降到88元，安全更有保障，也节省
时间，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了。”
温泉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陈菲菲
感慨，开通专线公交车，常年在家
带孩子的自己想重新找工作。

对家住距离学校12公里的甸
中村学生武佳而言，以前靠忙碌
打工的父亲接送，要等到7点才能
回家，路上再一耽搁，每天写完作
业都很晚了。现在，她能按时回
家，早点睡觉，“解放”了父亲，一
家人皆大欢喜。

此前，温泉街道官庄、后山、
甸中 3个村委会孩子上下学交通
问题一直是街道、学校、家长、学
生心头的“堵点”“痛点”。

温泉小学校长向记者介绍，
每逢高峰时段，校门口接送学生
的各类车辆杂乱无章，严重阻碍
交通。学生、家长和广大出行的普
通市民苦不堪言，送孩子上学的
家长更是很早就要匆忙起床踏上

“漫漫上学路”。

2020年 10月，街道办针对这
一问题展开入户、入校调查，上报
实际情况并争取支持，得到安宁
市政府、安宁市教体局、安宁公交
公司、各村委会的鼎力相助，不足
4个月，公交专线正式开通。

几家部门、单位充分勘测和
摸排沿途情况，设置行进路线和
停靠站点，共开通 3条线路，配备
3辆车：每周一至周五早 7:10从各
村口发车送学生上学，下午 4:20
从学校门口发车送学生回家。

对此专线，公交公司只收取
基础运营成本，费用主要由安宁
市政府及街道办以专项资金模式
拨付，每名学生只需承担每月 88
元，直接交村委会即可。

为充分保障学生乘车安全，
公交公司专门选取2018年新购置
的车况良好的新能源车，选调司
机都是持有A1驾照、熟悉线路并
安全行车5年以上的优秀驾驶员。
学校则制定车下排队、上车就位

“两次点名”制度，确保点对点准
确送学生回家。在课堂上，更增加
了安全乘车的教育内容。

临近黄昏，公交专线车稳稳
穿过油菜花盛放的金色螳川，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洒在回家的
路上。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通讯员
郝寒）日前，由嵩明县委组织部举
办的新一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

“提素增能”培训班开班，旨在进一
步提升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履
职能力，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
在发展中的带头人作用。来自全县
的153名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副
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参加培训。

嵩明县委副书记霍延作开班
动员，他说，新任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是村民的“当家人”，是扎根基
层的“顶梁柱”、带动发展的“领头
雁”，在履职过程中要做到责任在
肩、使命在心、担当在身，在遵规守
纪上学以致用，要带头自律树形
象，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
群众中树起标杆；在为民服务上学
以致用，切实把群众凝聚到党组织
周围，用心用情用力当好人民的勤

务员，解决好群众的困难问题，扎
实做到为民服务解难题；在开拓创
新上学以致用，在学中做，在做中
学，以学促做，知行合一。

开班动员后，霍延以《如何加
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为题，
给参训学员讲授了一堂专题党
课。此次培训时间共 4天，培训主
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乡村振兴、城乡基层
治理、项目及财务管理、村干部作
用发挥等内容。培训聚焦思想政
治教育、岗位技能、业务能力和党
风廉政教育，邀请县委党校讲师、
行业部门负责人及云南翰博财务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从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解读、党风廉政建
设、三资及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
辅导授课。

嵩明县举办
新一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近日，
空港投资集团严格落实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确保春节后
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该集团产业园区发展部走访
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
智能科技产业园、智能终端产业
园，深入了解入驻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开展安全检查。截至 3月 3
日，3个园区共 41家企业复工率
均达 100%，生产车间恢复了往日
繁忙的景象。

位于空港现代广场的希尔
顿酒店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已
进入紧张的施工状态，向着今年

把项目建成的目标迈进。慧投公
司及项目各参建单位紧紧围绕
中心任务，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掀起了“抢工期、赶进度”的大干
热潮。

在空港文化广场项目建设现
场，钢筋工、砼工、钢结构安装工
等 200余名工人开足马力，加紧
施工，力争上半年部分主体钢结
构全部封顶。

在杉松园生产生活配套区规
划 1、2、5号路施工现场，管沟回
填、管道敷设、路基铺筑等建设
工序正在交错开展，工人们挥洒
汗水，积极争取“开门红”。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各级政府都要节用
为民、坚持过紧日子，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助力市场
主体青山常在、生机盎然。”

而一年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青山”时
的表述则是：“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
赢得未来。”

有媒体评论说，从一年前的“留得青山”，到今天的“青山
常在”；从一年前首季度GDP增速陡降至负6.8%，到去年全

年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经济
翻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一页。

广大人民群众勤劳付出、共克时艰，诠释了百折不挠的
民族精神。这其中，也包括云南滇中新区的所有建设者，为新
区的稳定与发展付出巨大努力。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多项关键词：双循环、高质量发展、提
质增效、推进“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稳就业、让市场主体
安心经营等，新区干部、群众都非常关心，并就政府工作报告
进行热烈讨论，为2021年担当作为、实干苦干积蓄力量。

云南滇中新区“三八”节

为女干部职工送上节日问候和祝福

安宁温泉：农村娃坐“专车”去上学

3个园区41家企业
复工率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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