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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人社局“三留”举措为务工人员排忧解难
3版

我省323.2万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版

安宁让事转企人员安心放下“铁饭碗”
3版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根据
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4月2日，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宣讲报
告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宣讲团成
员，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
泽宇作宣讲报告。

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
南滇中新区党工委书记程连元主
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杨泽宇从“为什么
要学习党的历史、怎样学习党的历
史、党史学习学什么”3个方面，紧
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深刻阐述了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系统回
顾了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
就，全面介绍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主要内容、重点任务和学习方
法，结合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史
文献等实例，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刻解读。
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行，滇中

新区和昆明市各县（市）区、开发
（度假）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设
分会场。在滇中新区分会场，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树

勇，新区各部门、各直属管理机构、
空港经济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和新区各直管国有企业领导班子
成员收看报告会。安宁工业园区、
安宁职业教育园区、安宁太平新
城、嵩明杨林经开区、嵩明职教新

城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安宁、嵩
明分会场收看报告会。

宣讲报告在新区党员干部群
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要按照会议要求，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
重要论述，持续加强党史学习教
育，突出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首要，在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下功夫；突
出解决实际问题这个导向，在破解
难题、务求实效上下功夫。要突出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同落实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同做好当前
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奋力推动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力量，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熊瑛）“从交材
料到窗口到拿到许可证，仅用 1个
工作日。以前，需要跑 3个地方、至
少3个工作日。”4月2日，领到首张

“三证合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
浩创置业昆明有限公司开发总监孙
艳激动地说。

安宁首张由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注册书、安全备案、施工许可证等

“三证合一”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将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周
期由3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
打通了建设工程审批制度改革成果
落地“最后一公里”。

在安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
服务窗口，记者见到证书上印有独
立二维码，扫码即可精准反映项目
建设信息。“作为房地产企业，早一

天拿施工许可证，意味着早一天拿
预售证，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大
的实惠。”孙艳说。

据了解，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办
理是综合考量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
指标。2021年，安宁市将其列为优
化营商环境十大突破事项之一，在
全省率先开展试点工作。

经研究分析，安宁市住建局将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注册、安全监督、
施工许可证核发 3个事项合并为 1
个事项，由窗口统一收件、网上审
批、窗口发件。企业在资料齐全的情
况下，可在家上网办理、网上审批，
接到通知后到窗口领证，大大减少
了往返次数和等待时间，让企业“只
登一扇门”“只对一扇窗”“只录一系
统”“只递一套表”。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日前，
云南滇中新区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榜样 5》专题节目，引导党员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从伟大抗疫精神中
汲取奋进力量。新区党员干部看完
节目后，深受感动和鼓舞，表示今后
将以榜样的力量指引前进的方向，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强的责任感
投入到工作当中。

该节目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集中展现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的
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典
型事迹。

“若不是通过一个个危难之中
挺身而出的‘平凡人’的抗疫经历，
很难体会到我们身处光明之中，是
因为有人为我们抵御住黑暗。医生、
军人、警察、基层工作者、志愿者等
这些‘舍小家为大家’冲锋在前的英
雄，用过人的勇气和担当成为时代
先锋和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楷模。我们应该向榜样致敬。”新区

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从榕说道。
新区总工会综合室陈凯华表

示，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涌现出
的优秀共产党员无愧于“榜样”这两
个字。在重大危机面前，他们勇担责
任、全心全意为群众付出的精神值
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榜样并不是遥不可及。只要在
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发挥作用，也
能成为别人的榜样。今后要多学习、
多思考、多行动，努力把本职工作做
得更好。”新区党群工作部的吕谨说。

新区规划建设管理部余明说：
“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落实到行动上，这才是我们致敬榜
样的最好方式。当前，新区正站在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要以
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担当作为，对标找差距，对表促
落实，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奋发有为
在新区开发建设中再创佳绩，向建
党100周年献礼。”

“‘以史为镜，能够知兴替’，我
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是一座蕴涵丰
富的宝库，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
来，帮助我们忆峥嵘岁月，铸不朽
师魂！”在近日启动的安宁市教育
党工委党史学习中，安宁一中赵晅
雯老师有感而发。目前，该市各学
校掀起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热潮，
推动党史教育往深里走、往师生心
里走。

唱起来
以少年之名唱响时代颂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
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考验，美
好生活目标不断实现……”3月24
日，安宁市昆钢第一小学传来阵阵
催人奋进的歌声，正式拉开党史学
习教育的序幕。

昆钢第一小学开展“红领巾，
学党史”主题队会活动，各班通过
学习党史、英雄楷模先进事迹等，
了解祖国发展巨变，进一步培育队
员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朴

素情怀，树立建设伟大祖国、实现
中国梦的远大理想。

班主任结合课件，与同学们一
起重温过去的峥嵘岁月，更加明确
听党话、跟党走，肩负起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使命，向
全班发出倡议：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谆谆教诲，立志向，有梦想，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讲起来
以党史之窗重温峥嵘岁月

“最近，我阅读了《淮海战役》
这本书。我想和大家分享淮海战役
中‘十人桥’的故事……”在安宁市
昆钢实验学校行政支部召开的“学
党史、悟初心”主题党日上，退休老
党员白崇正率先发言。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宁
市各基层党组织离退休党支部充分
发挥离退休老党员在学习教育中的
独特优势，开展“我学习、我宣讲、我

服务”系列活动，迅速掀起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热潮。

“我们见证了党的发展、新中
国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对这
段历史有很深的感情和独特体会，
也愿意把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些许
感悟分享给年轻人。”离退休支部
老党员田金萍说。

昆钢一中离退休支部开展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党史系列
活动，老党员通过讲述自身经历、
学习体会、党史故事等，引领广大
年轻教师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
使命建新功。

练起来
以求知之心探索未来道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伴随铿锵誓言，禄脿学校开展“学
党史 悟思想 勤奉献 办实事”主
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讲话的精神，通过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

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勤奉献、
办实事，结合自己的工作，真正把
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出的热情转化
为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奋力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我们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踏踏实实
学党史，切切实实强宗旨，扎扎实
实抓工作，砥砺奋进、劈波斩浪，在
续写新时代新辉煌中展现作为，贡
献力量。”在安宁实验学校党史学
习动员大会上，党委副书记赵彥明
表示。

当前，安宁市教育党工委以喜
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广大师生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的
智慧和力量，自觉接过艰苦奋斗的

“接力棒”，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本报记者熊瑛通讯员贾建荣

本报讯（记者李桀）记者近日从
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了解到，经初
步统计，今年4月3日至5日清明小长
假期间，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云南
省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4472架次、
旅客吞吐量46.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为 2735.5吨。其中，昆明机场起降
2729架次、旅客吞吐量31.2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2392.7吨，同比2020年分
别为147.87%、167.20%、41.55%。

近期瑞丽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
化后，我省各机场严格按照省委、省
政府及集团疫情防控相关精神，坚持
严防死守的态度，切实把“精准”要求
落实到防控工作全过程各环节，确保
防控体系管用、有效，形成闭环。自4
月3日起，从芒市机场乘坐飞机离开
的旅客，需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或云南省健康码显示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报讯（记者 熊瑛 通讯员
吴晓霞）近日，云南域肴餐饮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智慧微
菜场”正式入驻安宁天华苑、安澜
雅苑小区，真正把“菜篮子”建在
市民身边。

在以物联网、移动支付、智能
称重、大数据等技术构建的“微菜

场“，用微信、支付宝中的“扫一
扫”功能，扫描贴在售卖机上的二
维码，就可打开门选购，取出选好
的商品关门后，系统自动从手机
钱包中扣除费用。

“除货柜管理人员线下查
看外，我们还有自己的数据平
台，随时在线查看菜品销售情

况。”运营商负责人王洋表示，
“微菜场”后台 24 小时有人值
守，发现货品不足，会及时通知
物流公司补货。目前，投放到自
助售卖机的生鲜果蔬都经正规
检验和农残监测，超过 24小时
的生鲜商品当夜全部下架，确
保产品足够新鲜。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 通讯员
马钰玲 秦明娟）近日，云南滇中新
区税务局举办以“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为主题的税企银
座谈会，启动新区第30个税收宣传
月活动。

座谈会上，新区税务局通报了
“十三五”期间在落实减税降费、推进
税制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方面
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听取20
位企业纳税人代表对“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优化涉税缴费服务质效、
提升税收征管效能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2家“银税互动”合作银行介绍相
关贷款产品，为诚信纳税企业解决融
资难问题提供便捷渠道。

新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区税务部门将继续坚持以纳税人
缴费人为中心理念，对企业代表提
出的意见建议，将进行专题研究，制
定有针对性措施，不断规范、改进管
理和服务，努力使工作得到新提升，
让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满意。

安宁颁出首张“三证合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滇中新区党员干部观看《榜样5》

4月3日起从芒市乘飞机离开旅客
需提供72小时内核检阴性报告

滇中新区税务局启动税收宣传月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
宣讲报告会在昆举行

滇中新区设分会场

安宁：以党史学习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本报讯（记者 周凡 通讯员
陈凯华）3月28日至4月2日，云南
滇中新区 2021年第一期区域性工
建工会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在上海财经大学全国干部教育培
训基地举行，来自云南滇中新区各
直属机关、产业（公司）工会，驻区
大型国有企业和区域性工建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的 38名工会干部参
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就工会干部领导力开
发、突发事件中工会的应对、疫情下
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十四五”规
划前瞻和工会干部的沟通与语言艺
术等内容进行了学习。另外，还组织
学员到上海工匠馆、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旧址、四行仓库等党史教育基地
接受教育，到上海市区南京东路街道
总工会座谈交流。

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培训为学员的思想引导和业务
知识进行了梳理。良好的学习氛围，
加深了新区各级工会干部之间的沟
通与联系，培训成效显著。

滇中新区2021
首期工建工会
干部培训圆满结束

■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安宁居民家门口有了安宁居民家门口有了““智慧微菜场智慧微菜场””

安宁颁出首张“三证合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发证现场 通讯员摄

本报记者周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