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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意
见》（红政发〔2012〕53号），州人民政府决定2021年4月13日（星
期二），在全州13县市城区组织开展试鸣防空警报。

试鸣时间：2021年4月13日15：00至15：15。
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
防空警报信号鸣放时，城区行驶车辆和行人不必惊慌，保持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2021年4月8日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关于试鸣防空警报信号的公告

●记者 段云娟

本报讯 4月7日，红河州政
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1年第二次集中学习。州政协
主席聂明主持学习活动并讲话。

参会同志集中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大家纷纷表示，要
将学习热情化为工作动力，扎实
做好本职工作。

聂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
导性和实践性，为全州各级政协
组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体
干部要坚持学史明理，进一步感
悟思想伟力；要坚持学史增信，
进一步涵养政治定力；要坚持学

史崇德，进一步传承优良传统，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筑牢信仰之
基、锤炼坚强党性；要坚持学史
力行，进一步强化政协履职，自
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协委员
和政协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动
力，不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州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一巡
回指导组到场指导。指导组对
州政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全州
政协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围绕全州中心大局，结合政协工
作特点，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有力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周碧奋、苏畅、刘光亮等围
绕学习主题交流发言，孔令清、
赵向前出席。

●通讯员 郭轩

本报讯 个旧市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按照治污
项目化、项目产业化、产业绿色
化的要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探索出了一条将废弃矿山建
成生态公园的“变废为宝”新
路子。

该市坚持生态优先、科学治
理、绿色发展的原则，彻底转变

“救火式治理”的工作思路，变
“要我治理”为“我要治理”，激励
和吸引社会投入，推行市场化运
作、科学化治理模式，用足、用好
云南省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
区建设这一政策加持，盘活现有

存量废弃矿山，通过废弃矿山综
合整治、通道面山绿化等方式，
推动治理思路革命性变革。采
取整合小型选矿企业、关停取缔
无证照采选矿企业、建设南北
选矿试验示范园区等多种有效
措施，规范选矿秩序，推进重
金属污染问题治理并取得明显
成效。选取锡城镇阳山片区为
试点，关停、拆除选矿企业18
家，拆除废弃厂房 2.4 万平方
米，平整绿化场地近20万立方
米，在彻底切断污染源头的同
时，有效控制了废弃矿山的环境
风险，彻底改变了阳山片区散、
乱、污的面貌，为主城区打造了
一道绿色安全屏障。

个旧市整合乡镇、林业、国

土等部门力量，引导农民有偿转
让土地使用权，积极探索土地流
转助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土地
流转完成后，共开挖土方约15
万立方米，回填土方约22万立
方米，栽培乔木10921株，灌木
381 株，水生植物 2962 平方
米，地被植物148768 平方米。
建成划分主入口景观区、次入口
景观区、生态景观区、滨湖景观
区、田园休闲区、健身运动区6
个区域的阳山生态公园。该园的
建成既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处休
闲、健身、娱乐的好场所，又将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经
济效益、环境效益、生态效益融为
一体。

从废弃矿山到绿水青山，

阳山生态公园项目作为该市第
一个利用工业废弃矿山改造而
成的郊野旅游景点，在为个旧
生态恢复与开发利用积累经验
的同时，还为乡村振兴提供探
索性实践。个旧市探索“生
态+体育”“绿色+康养”的发
展模式，通过植入文旅项目、
鼓励周边村民开发休闲娱乐及
餐饮项目等，持续推进公园建
设和管理经营，搭建起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
梁，把资源环境优势真正变成
发展优势，把优良环境质量变
成优质发展资产，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
外来游客、个旧市民、周边村民
共享“生态红利”。

●通讯员 李树芬 孔宾

本报讯 在石屏县异龙湖国
家湿地公园，从2013年3月首次
有摄影师记录下钳嘴鹳身影至
今，每年春夏秋冬在异龙湖均能

看到钳嘴鹳的身影。它们在此觅
食、筑巢、繁殖，已经从候鸟变成了
留鸟，成了异龙湖的常住“居民”。

于2012年建设的异龙湖国
家湿地公园周边大量湿地得以保
护，生态得以保护恢复以来，大面

积的水域逐渐恢复原貌。温暖舒适
的气候，浅滩、滩涂、裸地、荷花塘、
芦苇荡等不同类型的环境，充足的
福寿螺、河蚌等食物，满足了钳嘴鹳
需要的生活环境。据悉，它们的觅
食地还扩散到了距离异龙湖相对较

远的坝塘、农田、农地、河谷。
每天早晨，伴随着冉冉升起

的朝阳，钳嘴鹳集群飞临浅滩处
觅食，与晨练的人们形成一幅人
鸟和谐共处、其乐融融的美丽生
态画卷。

个旧市废弃矿山变生态公园——

以绿水青山筑起百姓“金山银山”

钳嘴鹳成为异龙湖常住“居民”

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2021年第二次集中学习

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云南省进驻时间为1个

月。进驻期间（2021年4月6日－5月6日）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871-68599800，专门邮政信箱：云南省昆明市A005号

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记者 黄传龙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云南省动员会议精神，切实
配合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4月7日，我州
在蒙自召开迎接第二轮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部署会
议。州委副书记、州长罗萍出
席会议并对做好督察迎检工作
作出具体部署。

在听取我州迎接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准备工作
情况汇报后，罗萍指出，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和
制度安排。此次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既是对红河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际检
验，也是对我州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的有力督促。全州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刻认识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迅速
行 动 起 来 ，
全力做好迎
检各项准备

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推
进，取得实效。

罗萍强调，接受和支持环
保督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
治责任。要积极主动配合督
察，实事求是反映工作进展和
存在问题，真正让督察组充分
了解、准确掌握实际情况。要
强化问题导向，全面梳理排
查，补齐短板弱项，聚焦重点
攻坚，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制定完善方案、细化工作
措施、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
责任落实，严肃追责问责，科
学组织安排，形成工作合力，
确保各项工作按时序进度高质
量推进，交出人民满意的合格
答卷。要突出求真务实，坚持
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
机，切实把“十四五”时期关
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任务抓
紧抓好，为红河州实现高质量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副州长鞠云昆出席会议，
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城乡建
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水利
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我州召开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部署会议

红河日报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和祭扫英烈活动
●记者 李聪华/文 胡彦辉/图

本报讯 4月7日，红河日报社组织全
社干部职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红
色信仰”系列教育活动暨“祭扫英烈 学革
命传统”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报社干部职工前往建水县建
民中学红色教育基地，了解其办学历史、
接受红色文化熏陶；参观朱德旧居陈列
室，了解朱德同志在建水的重要活动情
况。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齐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两名党员代表分
享的革命先烈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报
社党组副书记、总编龚建国为党员干部上
专题党课，号召大家要增强学习党史的思
想自觉和推动报社融合发展的行动自觉。

在蒙自烈士陵园，干部职工为革命先烈
敬献花圈、集体默哀，深切悼念541名烈士。
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先烈的精
神，勇担职责使命，以忠诚专业、争创一流精
神，进一步加快推进报社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
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
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
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
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
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在
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
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
性成就，完成了这项对中华民
族、对人类社会都具有重大意
义的伟业。

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
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

书，从五个方面真实记录中国消
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程，全面介
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
深入分享中国扶贫脱贫的经验做
法，生动展现了中国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
定信念和务实行动，充分彰显了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为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
献的责任担当。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消
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

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
脱贫攻坚战。经过 8 年持续奋
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
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
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
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胜利完成
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
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这一伟大胜利，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
和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
力，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创造
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
这一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
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赓
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坚决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
险，为创造美好未来继续奋
斗。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
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不仅
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
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
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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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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