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末夏初，顺着全线硬化的通
村通组路盘山前行，来到安宁市禄
脿街道最为偏远的密马龙村。

暖阳下，村民王德忠夫妇在自
家新建“小洋房”的院落里打麦子。
现在是旱季，待雨季来临，就会全家
出动，种下亩产值3000余元的山地
白菜……

丁洪泉在养殖场用微信与在昆
明的女儿核对当日土鸡、土鸡蛋订
单信息——2020年才起步的鸡场
客单量每日都在增加，丁洪泉不断
拓展配送渠道。5月，他将得到第一
笔政府奖补资金。

在防火卡点值守的吴荣辉，不
仅养山地鸡，还有4窝蜜蜂，得闲编
出来的竹篮、竹筐成为十里八乡供
不应求的“网红产品”……

这里，是安宁市2018年启动建
设的幸福新苗乡。记者问吴荣辉，哪
一刻才真正感受到了幸福？他答，告
别人畜混居，搬离地质灾害区，全家
住上两层楼的新房子。

说起村里的变化，他调高嗓
门：“这着实要感谢党委、政府的
好政策。过去我家可是土坯房，后

墙老大一条裂缝，下雨天感觉都
快倒了。”锅底塘村小组大部分村
民原本住在地质灾害点，现今已
搬迁。吴荣辉是村里第一个响应
政府号召享受扶持政策建新房
的，当时有不少村民还在犹豫，害
怕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他大胆
迈出第一步。

如今，密马龙 4个苗族村小组
锅底塘、梨树箐、小松棵、滑石板的
村民们都住上了新房。村口的幸福
新苗乡寨门、图腾彩绘、“一堆石”
至花山节广场景观大道基础建设、
斗牛场建设、一滑道路拓宽工作、4
个村小组公房及民族文化传习馆
建设工作也已完成。这里再不是

“人与牲畜住一起，家里家外泥泥
汤汤”，整体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而且各村都通了公交车。

“各村的环境卫生由村民们共
同维护。各家各户每天都会打扫院
落和门前并相互监督。不讲个人卫

生、乱丢垃圾的生活陋习得到全面
改善。很多村民行走在村道上，都会
随手捡拾垃圾。”密马龙村党总支副
书记王晓芳介绍。

行为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转
变。随着村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
民们的生活来源也得到延展。外出
务工、学技术回乡创业、养土鸡、种
山地大白菜……一批适合当地发展
特点的产业项目“多点试水”，传统
耕种不断“进化”。

“其实，2018年我们村就成立
过合作社，但当时基础太薄弱了，根
本做不起来。今年，产业发展已有一
定规模，也出了带头人，我们将认真
谋划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从技术
层面给予村民支持，还要帮助村民
们拓展销路。”密马龙村党总支书记
何绿川表示。

“我的建房贷款已全部还清”，
吴荣辉颇自豪地告诉记者。现年 50
岁的吴荣辉，回乡后养殖土鸡有七

八年，在山顶兼做护林防火员有五
六年，未来还打算再养几头牛。老伴
在外打工，儿子做点生意，他家的生
活水平持续提高。

越来越多的密马龙苗乡人相信
并践行着“多一些勤奋，日子就大有
奔头”。

苗乡群众蹚出生活新路子
□ 本报记者熊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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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嵩明县政府办党总支组
织全体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词，追
忆历史演变”主题党日活动——县
政府全体党员到“挂钩”联系的嵩阳
街道山脚社区居委会、法界寺森林
公园开展“美化环境·清除垃圾”志
愿服务，让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得有
声有色，走实走深。

“入党誓词，随着党的任务不
同和党的建设需要，经历数次变
化，走过土地革命的峥嵘岁月、抗
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枪
林弹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百废待
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苦探
索，直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期的飞速发展……各时期的誓
词都蕴含着时代的印记，反映时代
的特征。”县政府办党总支通过讲
授“微党课”，让全体党员了解入党
誓词的演变。

全体党员面对鲜红党旗，举起
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震撼着
每一位党员的心，一字一句，神圣
而豪迈，体现了党员对中国共产党
的无限忠诚，也让现场所有人更加

坚定牢记自己的庄严承诺：在工作
中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兑现对党的庄
严承诺。

活动当天，全体党员还集中收
看由中组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制作的《榜样 5》专题节目，感悟
榜样精神，传递奋进力量。40余名
志愿者拿着火钳、铁锹、铲子、垃圾
袋等清洁工具，对法界寺森林公园
道路两侧绿化带及部分死角的垃圾
进行清理。

县政府办党总支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党员志愿服务是“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一次实践，进一步提高了
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和为民服务意
识，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社
区居民群众的文明创建意识，“今
后，嵩明县政府将持续推进爱国卫
生运动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把文
明健康行为融入到个人、家庭、社会
生活的各个环节，为群众营造出更
加健康的生活环境，努力提升城市
文明形象。” 本报记者李桀

本报讯（记者 李桀）日前，
嵩明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学习党史的重要论述举行 2021
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次
学习。昆明市委宣讲团成员，市
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
研部主任、副教授赵培章以“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为主题，
从开天辟地救国篇、改天换地兴
国篇、翻天覆地富国篇、惊天动
地强国篇四个篇章，向与会人员
阐述了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
统、铸就的卓著功勋，进一步引
导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

会上，嵩明县委书记陈伟强
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学好党史
这门必修课，进一步接受党的初
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
动教育，更好地从党的百年伟大
征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奋进的
力量，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奋力开创昆
明东部宜居宜业新城建设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以史为鉴、更好前
进。学习党的历史，就要坚持做到
学以致用，善于总结运用党在不同
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
富经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斗争经
验、提升斗争本领，切实提高把握
大局大势、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实
际工作的能力水平，切实把嵩明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
扣落实到位，以工作实际成效检验
学习教育效果。

本报讯（记者 李桀）日前，
空港经济区领导班子和管委会广
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前往
大板桥卫生院接种新冠疫苗，并
开展疫苗接种安全性和必要性宣
传工作，稳妥有序推进疫苗全民
接种工作。

据空港经济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空港
经济区抓实抓牢疫情防控和疫苗
接种，明确全区各单位的责任，要

求切实做到疫苗接种有人摸底、
有人组织、有人对接、有人协调、
有人核实，确保接种过程前后各
项工作有序衔接，稳步推进。

下一步，全区将思想统一、部
门协调联动、宣传普及到位、工作
流程顺畅、检查督导促进，有序开
展辖区人群疫苗接种工作，不断
提升疫苗接种效率，确保符合条
件的辖区居民实现“应种尽种”，
筑牢空港经济区“国门”防线。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通讯员
夏露）4月 9日，滇中产业发展集
团在空港经济区大板桥集镇保障
房项目现场举行庆祝建党100周
年“十四个一”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授党旗仪式。

启动仪式上，参会全体党员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宣读《云
南省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庆祝建党 100周年“十
四个一”系列活动方案》。授旗仪
式向该集团下属的9个党支部庄
严授予党旗，以传递精神和动力，
继承革命传统，争做时代先锋。基
层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

“此次活动既是庆祝党的100
岁生日的活动会，也是对党员干
部党性党规党纪教育的辅导会，
更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推
进会。”滇中产业发展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集团全体党员干部将
紧紧围绕滇中新区党工委的工作
部署，以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
滇中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指导，
聚焦新区开发建设布局和集团
2021年重点工作，坚持传承精神
与提升本领相促进，高标准高质
量开展好今年各项工作任务，以
先锋的姿态、昂扬的斗志和实干
的作风，更好地服务新区开发建
设，确保“十四五”良好开局，以优
异成绩迎接和庆祝建党100周年。

根据“十四个一”系列活动方
案，滇中产业发展集团今年将以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学习教育为主线，以“守初心、
践使命——建功立业在滇中”为
活动主题，陆续开展党史教育专
题讲座、颂党恩演讲比赛、走访看
望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挖掘党
员典型事迹等系列活动，进一步
创新活动方式、丰富实践载体，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增进爱党之情、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在
推动新区建设、集团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展示先进性，为争当排头
兵贡献积极力量。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近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森林休闲养生
体验峰会上，安宁温泉街道喜获
2020 年“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
区”荣誉称号。

评选中，温泉街道因地热水
（温泉）水疗养生汤池、曹溪寺、云
南佛学院修身养性静心地、金色
螳川两岸农事观光旅游带、螳螂
川两侧慢行景观步道等丰富的森

林旅游资源和良好养生业态，受
到专家一致好评。

据了解，温泉街道慢生活休
闲体验区覆盖范围为整个街道辖
区，面积 99.46平方公里。此次夺
得“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区”荣誉
称号，有助于推动温泉森林旅游
的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在弘扬
生态文明、改善民生福祉中发挥
出巨大潜力。

本报讯（记者喻劲猛通讯员
秦明娟）近日，云南滇中新区税务
系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相关要求，
围绕滇中新区做精做强主导产业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
5方面“办实事”举措确保工作落
实。其中，年内将实现“最多跑一
次”事项占比提高到80%以上。

滇中税务将实现“网上办、自
助办、邮寄办、预约办、容缺办、延
期办”等“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渠
道方式，解决纳税人缴费人在业
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的信息系统、
业务操作等问题。加大自助办税
区扩围建设，实现辖区内自助办
税服务全覆盖。开展区块链电子
发票推广应用工作，探索“税务
链”建设工作，实现税企直连、减
负增效。压缩税务注销一般流程
办理时限，年内将“最多跑一次”
事项占比提高到80%以上。

聚焦出口退税便利化，滇中税
务将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

间由8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
以内，推行离境退税便捷支付，推
广“即买即退”等便利化措施，助力
昆明综合保税区空港片区扩大对
外开放，全面提升国际化水平。

响应绿色发展理念，滇中税
务将做好水资源费改税相关准备
工作，强化消费税对高污染、高耗
能、高档消费品等的调节功能，继
续发挥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
源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对节
能环保的绿色激励效应。

在提高服务满意度上，滇中
税务将线上线下多方位收集纳税
人缴费人堵点、难点、痛点问题，
制作整改清册，限时整改到位。

围绕党建服务，滇中税务将
组织开展专项志愿服务，帮助辅
导特殊群体和有需要的纳税人缴
费人办理涉税缴费事项。鼓励基
层党组织加强与企业党组织的联
建共建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辅导，纾困解难。

嵩明县让志愿服务
融入党史学习教育

嵩明县委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提出

学习党的历史
就要坚持做到学以致用

新区机关党员干部学党史忆先辈
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滇中产业发展集团庆祝建党100周年
“十四个一”系列活动启动

安宁温泉街道获
“中国慢生活休闲体验区”称号

空港稳妥有序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滇中税务年内
将实现八成事项“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周凡
摄影报道）为进一步开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4月14日，云南滇中新区机
关党委组织新区机关党员干部到云
南人民斗争革命史展览馆开展“学
党史 知党情 践初心 新实践”主题
参观学习活动，激励党员干部继承
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
全体党员干部在云南人民

英雄纪念碑前依次向烈士敬献
鲜花，向人民英雄默哀，重温入
党誓词，随后参观了《云南人民
革命斗争史》展厅，学习回顾鸦
片战争以来，云南革命先烈、先
贤、人民群众共同谱写的革命历
程和光辉史诗。

通讯员通讯员摄摄

吴荣辉取出鲜甜的蜂巢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