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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弥勒市10.03万亩烤烟进入烘烤期，金黄色的烟叶出炉飘香。据了解，去年，弥勒市烟农烤烟收入实
现6.64亿元，今年该市以科技为先导，加强田间管理和提升烤烟烘烤技术各个环节，为生产优质烟叶提供了保
障，部分种烟大户烤烟收入预计可达10万元。图为烟农对出炉的烟叶进行分级扎把。 通讯员 普佳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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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七月初三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日受理、周交账”跑出服务“加速度”
●记者 车安达 通讯员 李斌

“太快了！真没想到效率会
那么高！”这是红河县马帮古城
建设改造项目东门片区A地块停
车场工程项目业主郭建刚发出的
由衷赞叹。原来，在土地出让合
同签订当天，他就拿到了项目选
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为项目建成大大节约了时间
成本。

类似的事例，在我州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已不是个案。记者
了解到，在一个个项目业主的赞
叹背后，是来自全州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按照州委工作要求，以

“前置思考、清单管理、流程服
务、范本操作、全程监管”的

“二十字”工作思路，对重点项
目用地保障探索推行清单式、挂
账式的“日受理、周交账”工作
方法，并以此为突破口，有力推

动项目落地实施，为红河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日受理、周交账” 强化重
点项目要素保障

从沙盘上看，云南滇中引水
工程犹如地下天河，蜿蜒贯通包
括红河州在内的6个滇中州市。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投资最多的水资源配置工
程，全线需办理19个配套砂石场
支持工程建设，其中红河州境内
就有3个。今年7月10日，3个
砂石场的采矿许可证均办理完
毕，办证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这样的高速与高效，正是得
益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日受
理、周交账”的工作机制。

何谓“日受理、周交账”？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庄斌给
出了答案：“结合‘二十字’工
作思路，对能够及时办理的事

项，我们实行当天受理当天（或
当周）办结。受条件限制当周不
能办结的，及时予以回复，实行
挂账式管理，持续跟进，解决一
个销号一个。”

庄斌以滇中引水工程的砂石
场项目为例，“为保障项目的顺
利实施，我们提前两年就将项目
纳入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并成
立了工作专班，全程跟踪问效。
专项工作的周报也从项目启动之
日同步开启，一周一报，直至采
矿许可证办结，期间从不间断。”

据该局矿产开发管理科科长
郭宝琨介绍，“这样不仅能让上
级部门和项目业主及时掌握工
作进度，也能快速有效地解决期
间发现的问题，为项目实施节约
时间。”

记者了解到，在“日受理、周
交账”向纵深推进的同时，提速增
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也为项目业主
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制度性成本。

2019年，州级用地预审办理
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为13个
工作日，在“日受理、周交账”
的工作要求下，这项工作的办理

时限进一步压缩为一周内。
“时间压缩，工作质量反而

提升了。”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行政审批科科长钱红燕介绍，

“这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带来的是各个环节工作效率
的不断提高。”

正是得益于此，一些重大项
目的用地保障工作，也在突破了
重重困难后得以顺利完成。今年
以来，我州重大建设项目用地保
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弥勒至蒙
自铁路用地已获自然资源部批
复；弥泸大型灌区工程建设项目
已通过省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
红河州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
通”工程的11条高速公路中，6
条已上自然资源部审查；红河州

“互联互通”涉及的10条高速公
路中，3条已通过省自然资源厅
用地预审。

“可以说，‘日受理、周交
账’已成为推进重点建设项目用
地保障工作的有力抓手，对我们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要素
保障工作的巨大推动作用日益凸
显。”庄斌说。 下转2版

●通讯员 李志强

本报讯 石屏县积极探索精
准扶贫新路子，把种植特色林果
作为贫困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产业来培
育，增强贫困村“造血”功能，
促进贫困村稳脱贫好致富。

为巩固提升深度贫困村宝秀
镇哥白孔村脱贫成果，石屏县在
调查了解到该村有意发展种植特
色林果经济产业情况后，积极组
织制定种植作业设计方案，在已
种植澳洲坚果、百香果911.5亩
的基础上，整合涉农资金208.8
万元，通过工程队专业化种植、
抚育管护3年交付农户的运作模
式，在哥白孔村种植澳洲坚果、
百香果、八月瓜、布福娜1200
亩，总规模达到2111.5亩，户

均达5亩，进一步做大做特该村
林果产业。

近年来，石屏县在林果产业
发展中坚持因地制宜，打造“一
村一品”林果模式，从外地引进
经济效益高、市场需求大、8个
种类优质林果苗木，有针对性
地引导群众种植，同时，组织
建档立卡贫困户到种植大户基
地实地参观学习，由林业技术
员详细讲解林果栽培管理技
术、市场销路等情况，让群众
主动参与产业发展链，从而激
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截至目
前，共投入林果产业发展资金
1724.5万元，在12个贫困村发
展特色林果种植19859亩，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674户，为巩
固提升脱贫成果，促进贫困地区
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保障。

石屏县发展特色林果经济拓宽贫困村致富途径

●记者 杨会国 李宁
常玉选 曹松林

一幢幢高低错落的楼宇拔地
而起、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道路向
前延伸、一座座壮丽秀美的公园
如诗如画、一幅幅现代文明的画
卷徐徐展现……徜徉在蒙自市街
头，让人强烈感受到这座城市

“颜值”的惊艳巨变、滇南大城
崛起的强烈律动。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一座曾
经“点燃一支烟、绕城走一圈”
的小城换了风景，道路从老城向
新城延伸，越走越宽。出门见

绿，推窗见景，居住在蒙自，不
用为寻找餐后散步的地方而发
愁，不用为周末游玩之地而
犯难。

“城市越来越漂亮，功能配
套也很完善，生活在蒙自，让我
有了归属感。”久居于此的市民
田跃明感慨万千。

住在一座城，爱上一座城。
像田跃明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感
受到了生活在蒙自这座城市的
幸福。

扩容提质 让民生更幸福
这是一次城市建设的巨大投

入：从2000年以来，蒙自城市道
路建设总投资高达214.76亿元，
建成区道路长度由87公里增长至
410.03公里；

这是城市变革的神来之笔：
蒙自融入先进的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拆除老旧破损路面,更换为
透水混凝土铺设，建成了120多
公里的城市绿道，让“城市补
丁”换上了绿色新装；

这是城市面貌的全新蜕变：
城区面积由过去的10.58平方公
里增长至33.63平方公里，城镇
化 水 平 由 35.19% 提 高 至
75.19%。由拆到建、由破到立，

一大批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
房等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景观
工程实施推进，蒙自城市整体形
象得到大幅提升……

8月13日，记者走进正在改
造的千福园小区，看到现场一派
繁忙的施工场景。“这一片原来
是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不同
单位的老旧小区，各小区间用围
墙隔开。现在统一拆除了围墙、
车棚，建起了公共绿化区域、停车
场，改造后空间变大了，楼房变美
了。”蒙自市住建局房地产管理处
处长周斌介绍说。

下转3版

今年2月以来，红河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州委关于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保障要实行“日受理、周交账”的指示要求，在州委、州
政府的统筹协调和联动推进下，坚持“前置思考、清单管理、流程服务、范本操作、全程监管”的工作思路，主动下沉，前置服务，对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实行清单式、挂账式的“日受理、周交账”管理，有力地推动了项目落地实施。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文明城市创建看蒙自”系列报道之四

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
●记者 车安达

本报讯 8月19日至8月20
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蒙自召
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普绍忠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红
河州2020年1—6月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红河州2020年1—6月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
红河州2020年州本级财政专项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听取了州人大财经委员会就以
上工作情况作出的视察报告和
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红
河州工业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红河州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的报告》《关于红河州国有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关
于红河州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红河
州教育体育局工作情况的自查
报告》《关于红河州民政局工作
情况的自查报告》《关于红河州
商务局工作情况的自查报告》，
并对州教育体育局、州民政局和

州商务局工作进行评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吉军

等三名代表的代表职务的报
告》，书面审议了州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和表决了人事
任免事项，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面对宪法庄严宣誓。普绍忠
希望新任命人员始终牢记誓言，
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始终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
接受人大监督和人民监督，在工
作中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永葆
人民公仆本色。

普绍忠强调，常委会组成人
员针对本次会议审议内容，对相
关工作提出了审议意见，请州人
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认真研究，
并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请州教
育体育局、州民政局、州商务局3
个部门认真吸纳审议（评议）意
见，强化整改落实，确保取得实
效，切实提高部门依法行政的能
力和水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助推红河高质量发展。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广
益、陈军、姜仁斌、张宏、向从科、
汤卫东，秘书长尹武及其他州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
议。副州长罗荣旭、常斌，州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起绍洪列席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
●记者 车安达

本报讯 8月20日下午，州
人大常委会在蒙自召开人大代
表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州人
大代表对加强常委会自身建
设、做好人大代表等各方面工
作的意见建议。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普绍忠主持会议。

参加座谈的12位省、州人大
代表结合履职实践，对加强基层
代表培训、强化代表履职监督、
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量以及加
大哈尼梯田保护力度、健全公办
高中教师激励制度等方面提出
意见建议。与会的州人大常委
会领导认真记录，并同代表们展
开交流。普绍忠表示，会后将认
真梳理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并
研究落实，属于“一府一委两院”
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将交由
相关部门研究办理。

普绍忠指出，州人大常委

会始终尊重和彰显人大代表主
体地位，高度重视代表工作，
积极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他
强调，要通过邀请代表列席常
委会会议，以及常态化召开代
表座谈会等形式，不断拓展代
表参与立法、监督等工作的深
度和广度；要不断增强常委会
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工作实效，
进一步拓展和丰富联系内容，
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要健
全完善代表工作制度，积极推
动代表活动阵地高质量建设，
同时组织开展代表向选民述职
评议活动，接受选民监督；要
建立健全议案建议的交办、督
办工作机制，以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精神，努力提高代表议案
建议办理质量。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广
益、陈军、姜仁斌、张宏、向
从科、汤卫东，秘书长尹武参
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