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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爱国卫生推进爱国卫生““77个专项行动个专项行动””进行时进行时

金平县：提升市场环境有实招
●通讯员 王英

本报讯 自爱国卫生“7个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金平县紧扣目
标任务，组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县工商信局
等部门联合开展“管集市”专项行
动，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进一
步提升市场环境。

该县指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管集市”专项行动牵头单位，
组建专班，将责任压实到人，为专
项行动提供组织保障，努力实现
农贸市场净化、美化、规范化、精
细化、标准化的“五化”目标，及
时完善“农贸市场环境卫生提升
行动‘六个一批’整治目标”，稳
步有序推进“管集市”专项行
动。投入项目资金195万元，对
县城区荣联农贸市场、勐拉镇农
贸市场、勐桥乡农贸市场进行提
升改造。目前，
共改造水果摊、

临时摊位、鱼池等110余个，安装
照明灯80盏、广播1套、监控摄
像头36个，实现了对荣联农贸市
场内外卫生环境及市场内摊贩的
经营行为智能化管理及整治。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牵头单
位作用，主动召集县卫健、住建、
城执局、市场主体等有关部门及
单位，多次召开“管集市”专项行
动推进会，研讨部署工作，进一
步压实各自责任。联合城市综
合执法局、工商信局等职能部门
组建巡逻小分队3个，分组分片
包干，严格落实“管集市”各项安
排部署，对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
进行综合整治。目前，累计清理
垃圾 7.3 吨，整治商户占道经营
45户，发放宣传单200余份，出
动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车
辆20余辆次，到市场现场为商户
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20余户。

个旧市首批外出务工人员启程返岗
●通讯员 马文宏 邹丹 文/图

本报讯 日前，个旧市2021
年首批外出务工人员分别在个
旧市汽车客运站和卡房镇集中，
乘坐由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的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专车，前
往江苏省和江西省务工。

出发前，每名务工人员都进
行了常规体检，并参加岗前培训
会，详细了解疫情防控知识、途
中安全注意事项、就业维权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内容。

今年，个旧市委、市政府提
前安排部署，市人社局积极主动
对接用工需求量大的省内外企
业，备足了工作岗位。春节前，
人力资源服务工作组深入全市

各乡镇了解外出务工返乡人员
的务工情况和务工需求，并利用
赶集日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百
日行动”，积极推荐岗位。通过
广泛宣传，一批有就业需求的群
众在家门口就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工作。

为了让外出务工人员顺利
返岗，春节过后，个旧市人社局
推出“点对点、一站式”专车直达
服务，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由专人全程护送务工人员返岗，
并跟踪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实现

“出家门进车门、出车门入厂门”
的无缝衔接，确保了务工人员平
安出行、安全到岗、稳定就业。

据了解，该市后续外出务工
人员将在近期陆续出发。

泸西县“点对点”护送外出务工人员返岗
●通讯员 王文丽

本报讯 2月19日，泸西县
人社局大院里人群熙来攘往，来
自全县8个乡镇的农村返岗务工
人员带着对创造美好生活的愿
景，准备踏上发家致富的新
征程。

来自旧城镇的外出务工人
员陈龙香说：“今年已是我到珠

海白兔陶瓷厂工作的第 3个年
头了，通过政府有组织的外出
务工，每月都有四五千元的固
定收入，这比在家种田收入高
多了。加之厂里供吃供住，还
帮我们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我们都很乐意到厂里
工作。”

据了解，近年来，为解决
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

题，促进农民增收，泸西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泸
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指挥部，加强与上海、广东等
用工需求量大的沿海发达地区
沟通对接，统筹推进全县农村
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千方
百 计 促 进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就业。
据悉，春节后泸西县有组

织输出农村劳动力共计 174
人，此次输出的 138 人主要前
往珠海、东莞等地。为适应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县人
社局精心组织，采用“点对
点”外出返岗务工专车护送，
并为每位外出务工人员测量体
温、发放口罩等。

“看到孩子的成长是我最大的幸福”
●记者 王超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
不来。”从事8年保育工作的白秀
清，忙着利用寒假的空闲时间翻
看保育专业的书籍为自己“充
电”。她说，补充一下专业知识，
为下学期开学做好准备，给孩子
带来点“惊喜”，让孩子走进一个
更加愉悦的新学堂。

48岁的白秀清曾是个旧市苎
麻纺织厂的一名纺织女工，下岗
再就业后成为个旧市小童星幼儿
园的保育员。她怀揣着一颗感恩
的心，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孩子
们都很喜欢她。

“小班的孩子要学习的是生
活技能，像简单的系鞋带、上厕所
都要极具耐心和细心地反复教
授、示范。对于大班的孩子，则需
要教他们做操、幼儿舞蹈和一些
简单的体育运动。”白秀清说，每
每看到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点滴进
步，熟练地掌握了生活技能或者
学会一个舞蹈，自己就觉得非常
有成就感。

“我家的小孩手臂上怎么会
有个抓痕？”“我家孩子今天吃得
怎么样？”……如今，子女在家庭
中深受重视，类似的家长电话，是
白秀清在下班后经常要接听处理
的。爱玩是小朋友的天性，在玩
耍的时候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

电话里和家长们交流、解释就是
白秀清的下班日常。

朴实、亲切是幼儿园老师和
家长们对白秀清的评价。“白老
师，教师节快乐！”“白老师，元旦
节快乐！新的一年祝您事事顺
心！”不少孩子虽然已经毕业，但
逢年过节还通过微信发来问候，
这让白秀清非常感动和满足。

白秀清说，刚开始做保育工
作的时候，看着教室里哇哇大哭
的孩子，自己脑袋一片空白，只能
一个个抱着哄。慢慢地，在同事
的帮助下，自己掌握了孩子们的
兴趣爱好，懂得了许多带娃技巧，
积累了些经验。

“因为感激，所以坚持。”8年
来，白秀清一直坚守在保育员的
岗位上，致力于给每一位孩子带
来快乐。她说，因为这么多年来，
周围的同事给予她太多生活上和
工作上的帮助，让她快速融入了
新环境，温暖了她的内心。

“赶上了美好的时代，更要用
自己的双手来‘织造’美好的未
来。”白秀清说，新的一年还要进
一步研究保育工作与教育工作，
提高幼儿德、智、体、美诸方面的
教育水平。

关于注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公告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第137号令）第

二章第十一条规定，不符合《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七条
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具备的条件的，依法予以注销。经开
远市司法局研究决定，注销开远大庄回族乡法律服务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33530000757181069G）、开远市中和营镇法律服
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5300007571810856）、开远市小龙
潭 办 事 处 法 律 服 务 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3530000757181050K）、开远市羊街乡法律服务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33530000757181034X）、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法律
服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5300007571810263），特向社会
进行公告。

开远市司法局
2021年2月18日

上接1版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

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
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
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一百年
的接续奋斗中，党领导人民创造
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
成了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
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
迹。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
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
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
承好、发扬好。我们要深刻认识
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
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
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
向未来，各级党委（党组）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 精 神 ， 切 实 增 强 “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提高思想认识和政
治站位，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的学习教育工作。要紧紧围绕
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坚

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
通，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守正创新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开
辟新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从建党的开天辟
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
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
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通过在
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更
好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
律、掌握历史主动，更好传承红
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
确方向，更好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我们就一定能够
建设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上接1版 中心集苹果仓储、分
拣、包装、电商、物流服务、党
员教育实训等功能于一体，采取

“党组织+村集体+合作社+企
业”的方式运营，以西北勒乡
5.1 万亩苹果产业为基础和支
撑，由大丫口、他期口、左美、
香塘4个村委会以土地入股，与
蒙自市乡村投资开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合作开发，合作社参与运
营，实现整合资金、盘活资源、
撬动资本。

“待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
村集体不仅可以按所占股份获得
分红，还可以提取项目净利润的
10%作为收益，预计前 1 至 2

年，每个村委会可获10万元左右
收益，后续收益将随苹果产量的
逐年增加而增加，既可有力拓展
苹果产业增值空间，又能形成稳
定持久的村集体收入来源，建立
长效的带贫益贫机制。”张云介
绍，2020年，西北勒乡的人均纯
收入已经从脱贫前的2200元增
长到了9000元左右，5年来翻了
4倍。

“接下来，我们将会更加注
重基础设施建设，依托碧色寨老
火车站，探寻乡村旅游发展，让
乡亲们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越
走越远。”展望未来，张云显得
信心满怀。

白秀清在给孩子们上课白秀清在给孩子们上课 图片由受访者供图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建起冷链中心 苹果四季可尝

外出务工人员登上返岗专用车

弥勒市弥阳镇积极
动员广大志愿队伍和各
部门专业队伍力量，对
影响市容市貌、环境卫
生、经营秩序等不文明
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截至目前，共出动
志愿者200余名，劝导制
止广场舞噪音 21 处，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 30 余
处。图为志愿者在清理
宣传栏上张贴的宣传品。

通讯员 弥轩
摄影报道

上接1版 张红琼也曾打过退堂
鼓，但当她拿着辞职申请忐忑地
来到张桂梅办公室门口，看见张
桂梅正在吃药，心里实在不忍。
她说：“我是自愿来的，是党
员，这时候不能一走了之。”

剩下的8个老师中，有6个
是共产党员。打小就读《红岩》
的张桂梅，一下子找到了精神支
点和工作抓手。她让人在教学楼
二楼画了一面党旗，举起右手咬
牙宣誓：人在，教育扶贫的阵地
就在！

十多年来，女高每周“五个
一”教育：党员戴党徽上班，重
温入党誓词，组织理论学习，合
唱革命歌曲，看红色影片。

看看华坪女子高中的“速度
和激情”吧。女生们凌晨5点半
起床，晨起5分钟后洗漱完毕，
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1分钟

站好队。从下课铃响起，到跑进
食堂排队、打饭再吃完，10分
钟内完成。

女高不只有严苛的纪律和领
先的升学率。这里的老师，像姐
姐哥哥一样关心学生。这里的学
生抗压能力强，还特自信。

在北京“时代楷模”发布现
场，毕业生们在荧幕上一个一个
向她汇报：“我现在是医生，我
现在是警察……”张桂梅忍不住
举起手掩面而泣：“她们一个个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丑小鸭变天
鹅了。”

精神——
“豁出去一点，怕什么”
2020年12月30日下午，云

南省委在昆明举行张桂梅先进事
迹报告会。当晚张桂梅就赶回了
华坪，11点多到，她下车就去办

公室了。
张桂梅身患心脏病、肺气肿

等23种疾病，多次送往医院抢
救才活过来。她行走困难，上
下楼梯都是攥紧扶手，一步步
地挪。可是每天早上5点，她都
准时起床，第一个出现在校园
里，每天至少 3 次巡校、查
课……

张桂梅没有子女，也没有
财产，至今和学生一起住在女
生宿舍里。她的钱都去哪儿
了？30 万元的“兴滇人才奖”
奖金，一次性捐给华坪县丁王
民族小学建教学楼；昆明市总
工会专门拨给她治病的 2万元
钱，最终也捐了。张桂梅把全
部奖金、捐款和大部分工资累
计100万余元，捐献给了山区孩
子们和其他需要的人。

说起为啥想要办学校，张

桂梅最初的想法就是报恩。中
年丧夫，自己随后又重病缠
身，在张桂梅最艰难的时候，
是华坪这片热土接纳了她，给
了她第二次生命。张桂梅告诉
记者，山里的学生太穷了太苦
了，自己想帮帮他们。县政协
委员们向她鞠躬、县妇代会上给
她捐款治病……回首往事，张桂
梅感慨，“水激石则鸣，人激志
则宏”。

荣誉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
大，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
任。“有人说我爱岗敬业，有人
说我疯了，有人说我为了荣誉，
也有人不理解。一个人浑身有
病，为啥还比正常人苦得起？”
张桂梅解释说，“我心里始终有
一股劲：你豁出命改变她们的
命，值！人生老病死都正常，豁
出去一点，怕什么？”

让教育之光照亮贫困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