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节期间全州景区游客接待量
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记者 王宗林

本报讯 近日，州文化和旅
游局下发关于做好国庆节、中
秋节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工作
的通知，为统筹安排各地旅游
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
各项工作，双节期间旅游景区
游客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的 75%。各地要按照“预约、
错峰”要求，确保假日旅游景
区开放安全、平稳、有序。

我州部署双节期间疫情防控及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记者 初政艳

本报讯 9月 29日，我州国
庆中秋疫情防控及爱国卫生运动
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蒙自
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疫情防控及爱国卫生工
作决策部署和9月27日召开的
州委常委会会议、州政府第 55
次常务会议精神，统筹安排布置
了国庆、中秋期间全州疫情防控

及爱国卫生运动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此次国庆、中秋双

节叠加，是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的首
次长假，坚决确保全州各地节假
日社会大局稳定意义重大。全州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及机构、广大
医务工作者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把疫情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

“七个专项”行动，作为当前工作

的重中之重，毫不松懈地抓紧抓
实各项工作。要强化节假日期
间值班值守、细化完善应急准备
工作、科学规范做好院感防控、
抓实常态化及秋冬季疫情防控，
以战时思维做好边境疫情防控，
切实做好秋冬季鼠疫防控工作，
全力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确
保全州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文明、平安的国庆、中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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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纪委州监委通报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近日，红河州纪委州监委通

报 3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1. 河口县水务局党组原书
记、局长梁洪江违规发放福利等
问题。2017年间，河口县水务局
经梁洪江审批，违规为接待对象
支付超过住宿标准产生的住宿费
共计 4080 元；2016 年 3 月至
2019年7月间，违规设立并使用

“小金库”资金发放节日慰问

金、支付临聘人员工资、慰问生
病职工、开展工会活动等开支共
计264970元。梁洪江还存在违
反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
2020年4月，梁洪江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并免去
河口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职
务，违纪款予以收缴。

2.建水县临安镇人民政府原
副主任科员何子荣违规收受加
油卡问题。2012 年至 2016 年

间，何子荣在参与协助回龙社
区开展征地工作、南庄河治理
工作期间，共收受回龙社区原
党总支书记、主任金继武 （另
案处理） 所送的价值 10000 元
的加油卡。2020 年 6月，何子
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
得予以收缴。

3.红河县水务局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队队长徐忠泽违规发放津
补贴等问题。 2013 年 1 月至

2014年4月期间，经徐忠泽签批
或安排，水勘队工作人员用“小
金库”资金 3160 元购买土特
产、香烟送礼、接待，向水勘队
职工发放值班费3498元、加班
费 34000 元、春节慰问金 7000
元，其中徐忠泽本人领取加班费
6500元。另外，徐忠泽还存在
违反工作纪律问题。2020年6月
徐忠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款予以收缴。

州政协开展中秋国庆走访慰问活动
●记者 寸琦

本报讯 在国庆、中秋即将
到来之际，9月16日，聂明率
州政协慰问组到屏边县开展慰
问活动，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和困难农民工送去暖心的
关怀和节日的祝福。

聂明来到新现镇派出所看
望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杨伟亮，了解他在工作、生活等
各方面的情况，并对他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辛勤付出给予充分
肯定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

叮嘱他继续坚守岗位，毫不松懈
应对疫情，发挥出作为人民坚盾
的公安风采，继续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困难农民工杨美芳家
中，聂明与她亲切地拉起家
长，事无巨细地询问其工作收
入、身体状况、社会保障、子
女就学等情况，并鼓励她要坚
定战胜困难的信心，依靠双手
创造幸福生活，并要求工会组
织要积极作为，主动关心困难
农民工，尽可能地为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争取早日脱困。

罗萍节前走访慰问困难农民工
和疫情防控一线职工
●记者 王陶 通讯员 马龙山

本报讯 在国庆、中秋双节
来临之际，9月29日，州委副
书记、州长罗萍带队深入红河
县，走访慰问困难农民工代表
和疫情防控一线的干部职工，
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
怀，并通过他们向广大干部和
全州各族人民致以双节的祝福
和美好祝愿。

在红河县棚户区改造安置
房建安物资片区建设点，罗萍
一行看望慰问了困难农民工常
伙所。“一个月能拿多少工
资？”“小孩都上学了吗？”罗萍
与常伙所亲切交谈，关切地询
问其收入保障、子女上学和生
活情况。得知常伙所夫妻俩都

有稳定工作，两个女儿也进入
小学就读时，罗萍鼓励她踏实
工作，乐观生活，努力把孩子
培养成才。罗萍说，现在正是
干事创业的好时候，不要被眼前
的困难吓倒，一定要保持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在党和国家越来
越好的政策下，尽己所能，依靠
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随后，罗萍一行来到位于
迤萨镇西山社区的张家城居民
小组，看望慰问坚守疫情防控
一线的陈药少夫妇。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县人民医
院工作的陈药少和其在县公安
局工作的丈夫，以忘我工作践
行了基层医务工作者和党员民
警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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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 努力建设高端人才汇聚高地

第五届“兴滇人才奖”表彰奖励大会在昆举行
陈豪讲话 阮成发主持 王予波李江出席
姚国华罗萍普绍忠聂明在红河分会场参会
●记者 程丽银 李易

本报讯 9月 29日上午，云
南省第五届“兴滇人才奖”表彰
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陈豪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
书记、省长阮成发主持，省委副
书记王予波宣读表彰决定，省政
协主席李江出席。参加活动的省
领导为获奖者颁奖，并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郝小江等2020年云南省

“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人
才代表颁奖授牌。

本届“兴滇人才奖”共有20
人获奖，其中包括党政人才 1
名、科研领域专业技术人才 9
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4名、技
能人才 2 名、农村实用人才 1
名、民族文化人才2名、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1名。

陈豪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获得表彰奖励的同志们表示热烈
祝贺，向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贡献的各方面创新创业人才致
以诚挚问候。他说，历届“兴滇
人才奖”评选表彰的人才，是我
省不同时期涌现出的杰出代表。
希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受表彰
的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们崇尚科
学、刻苦钻研、担当作为的优秀
品质，弘扬他们爱岗敬业、创新
创业、勇攀高峰的奋斗精神，为
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不断取得新进
展，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希望各方面人
才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时代楷模”朱有勇、“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张桂梅等先进典型为
榜样，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
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
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
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争做重大科
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创新型云
南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
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把论文书写在云岭大地，把才华
挥洒在边疆热土。

陈豪强调，重视人才、尊重
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
统。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
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创新人才工
作政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统
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全省

人才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全省各
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
代人才工作的重大意义，始终坚
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牢
固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
念，坚定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为
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人才保
证。要鲜明突出“高精尖缺”导
向，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不动
摇，针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和重大科研项目，针对教育卫生
等重点民生领域短板、企业经营
管理痛点，针对培育万亿级、千亿
级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和产业体系，创新人才政策，注
重质量标准，抓好自主培养，把各
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兴滇富民事
业中来，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高
端人才汇聚高地。 下转2版

红河州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蒙自举行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不断开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姚国华陆永耀讲话 罗萍主持 普绍忠聂明出席

●记者 程丽银 张永贵 胡彦辉

本报讯 9月29日下午，红
河州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在蒙自隆重举行。州委书
记姚国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不断丰富和发
展“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
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新时代
内涵，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不断开创新时代
红河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
面，奋力谱写新时代团结进步
美丽红河新篇章。

省民族宗教委副主任陆永
耀出席会议，代国家民委授予红
河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州”、屏边县“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县”荣誉牌匾并讲话。州
委副书记、州长罗萍主持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普绍忠、州政
协主席聂明出席会议。

姚国华代表州委、州政府
向受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州民族工
作战线的同志们和长期关心支
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方面

人士表示敬意。同时，希望受
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
誉、发扬成绩，进一步做好民
族工作，为建设新时代团结进
步美丽红河再创佳绩。

姚国华指出，2014年第四次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州委、
州政府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作为永恒的工作主题，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主题，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着力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党对民族工
作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民族地
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民族地区基础
设施和民生事业大幅改善，民族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特别是2019年12月红河州
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州”，全州各族人民受到极大
鼓舞，精神面貌、生产生活面貌、
民族关系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各族人
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更加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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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新时代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爱国公约》签订仪式侧记
●记者 张永贵/文 胡彦辉/图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热爱伟大祖国，始终把维
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作为
神圣职责，坚决同一切破坏民族
团结、分裂祖国言行作斗争。”

……
镁光闪烁，见证历史。9月

29日，红河州各族各界代表签订
《新时代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民族团结进步爱国公约》（下简称
《公约》）仪式在红河会堂门口
举行。

热情，无法阻挡；喜悦，
自然流露。通道里、人群中、
会场边，站满了踮着脚尖的人
们，他们拿出手机，将每一个
画面定格。 下转2版 现场签订民族团结进步爱国公约现场签订民族团结进步爱国公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