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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祖国 无私奉献
——西迁精神述评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红河现场办公会精神

看云岭发展巨变 悟光辉思想伟力

“石头山”变身记
——探访弥勒太平湖森林小镇
●记者 周勇

精致的木屋酒店像是从森林
中长出来的一般，不同季节的繁
花如同一席席流动的盛宴，清澈
见底的水流让整个景区显得钟灵
毓秀，原汁原味的美味吸引着热
爱生活的游客纷至沓来……

“现在的太平湖森林小镇美
不胜收，但你可能无法想象，以前
这里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太
平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薛高说，“石窝窝里种包谷”
是昔日当地人在石头缝中艰难求
生的真实写照。由于太平湖地处
滇东片区的喀斯特断陷盆地石漠
化区，经“人增—耕进—林草退—
石漠化”的持续演变，少土、缺水、
多石成为这块土地最显著的地貌
特征。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通过客土改良、植苗造林、环湖整
治，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太平
湖大地生态。”薛高边介绍边引导
游客步入“太平湖山地石漠化公
园”。走进生态重建区，大小各异
的鹅卵石铺满地面，仙人掌、龙舌
兰等植物装点于园区的各个角
落，形成奇特亮眼的景观互动带，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从中感受太平
湖与众不同的美。

“正是坚持‘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才有了小
镇今天别样的美。”薛高说，从规
模化发展生态花木园林产业，到
先后引进国际国内知名木屋企业

合作开发木屋博览园，最终建成
了集生态休闲旅游、森林木屋体
验、木结构建筑研发、康体养生为
一体的生态健康度假小镇。在开
发建设中，太平湖始终按照“以木
为型、以花为介、以水为魂、以人
为本”的开发原则，着力于生态修
复、生态治理。

薛高表示，下一步，太平湖森
林小镇要在助推弥勒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努
力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

2月的郁金香、5月的马鞭草、
10月的百合……不同季节的繁花
每天都能给人遐想和憧憬。卸下
生活重压，忘掉工作烦恼，一路花
香，一路诗行。走进太平湖森林
木屋酒店，嗅自然的松香，听松涛
歌唱，拥湖风入梦，呼吸来自高原
上清新的空气，看时间在身旁慢
慢流淌，体验返璞归真的自然
之美。

“我感觉太平湖森林小镇是
一个特别宜居的地方。空气好，
环境美，姹紫嫣红的花让人心情
舒畅，住在木屋酒店里，闻着淡淡
的自然松香，给人一种居住在大
山里的感觉。”网络达人方澜静高
兴地说。

如今，这片丘陵、荒山、石漠
化土地，经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
努力，已经建设成了以花卉、特色
乡土园林植物种植，木屋研发、装
配、展销，康养、度假、休闲、运动

“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特色小
镇，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记者 初政艳

“我自愿加入中华全国总工
会，遵守工会章程，执行工会决
议，积极参加工会活动……”

日前，在红河州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集中入会仪式暨“工会进万
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
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上，29名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庄严宣誓，加入
工会组织，成为工会会员。

“今天，我荣幸地成了一名
工会会员，有了工会组织这个

‘娘家人’的保护，今后工作更
有底气了。”加入红河州快递行
业协会工会联合会的快递工作人
员黄炬翻看着入会证高兴地说。

近年来，全州各级工会组织
立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特点，在
巩固“两新”组织建会成果、继续
整体推进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工
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货车司机、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不同职业
特点的行业建会、会员入会、会员
维权服务等方式方法，采取多种

形式，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尽可
能地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引过
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使工会
成为他们愿意依靠的“家”。

两年前，刘超成了一名“外卖
小哥”，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并不了
解加入工会的作用，直到去年工会
组织为同事切实解决了劳动纠纷，
维护了“外卖小哥”合法权益后，刘
超才意识到工会的重要作用。今
年年初，他主动申请加入美团外卖
蒙自配送站工会委员会。

从“要我入会”转变为“我要
入会”，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服
务”。据悉，自工会“双覆盖”“双
推进”工作开展以来，在我州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中，已建工会
组织 1743 个，覆盖工会会员
111087名。今年，全州共有1810
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愿加入工
会组织。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找到“家”

●人民日报评论员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几十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
带着党的殷殷重托和全国人民的
深情厚谊，以造福各族群众和促
进民族团结为己任，扎根西藏、建
设边疆，在全面推进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培育

和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高原
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
的是精神”，强调“广大党员、干部
要发扬优良传统，不断为‘老西藏
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上世纪 50 年代初，为解放深
受封建农奴制压迫的百万西藏人

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
为主力的进藏部队，爬雪山、涉激
流、忍饥寒，既当“战斗队”又当

“生产队”，既当“工作队”又当“宣
传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进藏，
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使
命。此后，成千上万的干部人才
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藏建设，以
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留下了感
天动地的光辉事迹。 下转2版

弘扬“老西藏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

●记者 车安达

省十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
是红河实现经济全面高速发展的
五年。面对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的艰巨任务和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州委团
结带领全州各族人民，攻坚克难、
奋发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令人鼓舞的成就。

这五年，经济实力实现新跨
越——

全州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
1418.75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2417.48 亿元，年均增长 8.9%；
一、二、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
5.9%、11.1%、7.8%……亮眼的成
绩单，生动反映出我州经济发展
稳中求进，实现弯道超车的强劲
势头。

进入2021年，红河发展的速
度丝毫不减。每两个月开工一批
重大项目，一大批知名企业落户
红河，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迅
猛，工业在“变”与“创”中展现出
新活力，“云上梯田·梦想红河”旅

游品牌在文旅深度融合中更加闪
亮……建设加力，措施给力，开放
发力，我州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
力进一步彰显。

这五年，产业发展实现新突
破——

传统农业向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转型跨越。凭借着G20蔬菜基
地的品牌溢出效应，泸西县的蔬
菜产业产值已达30.3亿元，日渐
成为我州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一
块金字招牌。立足北部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南部山区综合开发、
红河谷经济开发开放带“三大板
块”，我州持续发展壮大水果、蔬
菜、花卉、梯田红米、规模养殖、中
药材六大优势产业，建成开远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蒙自、开远入
选全省“一县一业”示范县。2020
年，我州第一产业增加值344.78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142.79 亿
元，年均增长5.9%。

工业从“制造”走向“智造”，
电子装备制造业实现从0到1的
突破，全州工业园区规上工业总
产值突破千亿大关。云锡锡冶炼

退城入园搬迁改造项目和红河卷
烟厂异地技术改造项目建成投
产，是我州传统产业“腾笼换鸟”，
实现升级涅槃的生动缩影。惠科
铜箔、迪信SMT贴片、锦鼎光电偏
光片、红厦集成电路控制器等一大
批电子产品制造项目落地，电子信
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
2015年的0.03%上升为2020年的
23.9%，成为我州经济发展的新能
动。2020年，我州第二产业增加值
940.44 亿 元 ，比 2015 年 增 加
387.11亿元，年均增长11.1%。

旅游业态更加丰富、产业链
条更为完备，文旅品牌更加响
亮。近年来，我州以全域旅游发
展为理念，加速文旅融合发展，不
断丰富旅游新业态、延伸产业新
领域，将旅游资源的“优”转换为
旅游发展的“势”，一批美丽县城、
特色小镇成为红河旅游新元素。
2020 年，我州第三产业增加值
1132.25 亿元，比 2015 年增加
468.83亿元，年均增长7.8%。

这五年，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

“绿色”成为产业发展的鲜明
导向。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旅游
文化产业、新材料和信息产业、生
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绿色能源
等产业建设如火如荼，传统烟草、
冶金、能源、化工、建材等产业转
型升级。我州产业层次逐渐提
升，产业结构更为优化。

“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蒙自经开区、红河综保区、
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三区联动”，
引领红河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2020年，我州进出口贸
易总额58.71亿美元，是2015年的
4.6倍，年均增长35.5%。

“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
动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放管
服”“一颗印章管审批”等改革全
面推行，我州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一批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
业及行业龙头企业落户，一批新
兴产业快速培育成熟。

一组组夺目数字、一项项喜
人成果、一个个历史成就，见证着
极不平凡的五年。红河交出高质
量发展的答卷。

交出高质量发展的红河答卷

●通讯员 保林妤 文/图

远远望去，建（个）元高速公
路就像一位少女，玉簪绾发，远山
做眉，丝裙曳地，闲适优雅。这是
承建方电建路桥工人历时4载精
心打磨出来的高“颜值”，建设者
们用一双双巧手“绣”出了一件华
服，用缱绻挚爱换来了建（个）元
高速公路一身风雅。

包家庄大桥仿佛一件和田白
玉簪子，绾在建（个）元高速公
路的青丝之中，在阳光下，温润
细腻。这座大桥由电建路桥联合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科研团队
提前设计、历时4年绘就、通体
打磨、抛光保养，用“精致”二
字来形容再适合不过。它全长
1006米，钢结构组合梁部分630
米，重7300多吨，左右幅分离
式设置，横跨峡谷之间。

兴隆隧道深藏于大阳山之
间，在隧洞施工过程中，电建路桥
人革新设备，科技攻关，克服了隧
洞进出口高差达150米，穿越大
断层，地质条件复杂，施工中遇到

软弱大变形、高压涌水、高温、长
距离反坡抽排水以及长距离通风
散烟困难等诸多技术难题。为保
存最原始的自然地貌，电建路桥
人以环保为旨、翠竹为引，糅合五
色，制成螺黛，描在了端墙式洞门
的眉间。来过兴隆隧道的人都
说，这条隧道装扮素雅，正应了

“螺黛染就胭脂色，不如洗尽铅
华”这句话，在隧道淡雅的眉眼

后，难掩的却是清丽脱俗的气质
和才华。

尼格隧道位于克勒山下，山
高坡陡，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复
杂，植被茂密，且临近水源保护
区——尼格温泉。随着掘进深度
的增加，隧道内温度日益上升，
钻孔温度曾高达88.8℃，水温高
达 63.4℃ ， 空 气 温 度 也 高 达
56.4℃，部分施工段出现硫化氢

等有毒有害气体，工作人员在作
业区不能持续工作超过2小时。
电建路桥人巧化难题，配置正压
式空气呼吸器、四合一气体检测
仪、压缩氧气自救器等8项有毒
有害气体检测和防护设备保证施
工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如今，高速公路通车在即，她
的高“颜值”将惊艳每一个驶上高速
公路的人。

建设工人巧“梳妆”高速公路增“颜值”
沿着高速看红河

6000余选民投出神圣一票
——直击蒙自市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州直机关选区投票现场

●记者 王美红 文/图

11 月 25 日是蒙自市市、乡
（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日。州直机关选区6000余名选
民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
投下各自庄严神圣的一票。

早上8点，第一批投票的是来
自州公安局的选民，他们早早就
来到红河会堂前的小广场上集
合。8点30分，投票开始，大家排
队前往会堂内的投票点投票。

“州直机关选区有6135名选
民，为了做好此次选举投票日投票
工作，我们提前研究制定方案，将
州直机关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介
绍、投票选举工作流程、投票选举
工作安排等都作了详细的安排部
署。”州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李
颖介绍，结合疫情防控的需要和选
区选民人数相对较多的实际，州直
机关工委还以单位为投票单元进
行了投票时段划分。各单位的选
民只需要在本单位的集中投票时

段前来投票即可，既避免了人员
过度集中影响疫情防控，又兼顾
了选民们日常工作照常进行。

戴好口罩、亮出健康码、排队
进入投票区……投票现场内洋溢

着庄重、民主、和谐的气氛，选民
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负责
的态度行使宪法和选举法赋予的
民主权利，按照各自意愿，投出手
中神圣的一票。

“希望选出来的人大代表能
够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
表为人民’的承诺，扎扎实实履好
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为让广大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积
极努力。”来自州地震局的选民李
云喜说。

来自州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
推广站的选民李慧表示：“蒙自现
在城市越来越大，三产发展也越
来越好。这些成绩的取得同人大
代表的付出是有关系的。希望此
次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为乡村经济发展建
言献策。”

自今年蒙自市市、乡（镇）两级
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
州直机关选区按照“组织领导到
位、宣传教育到位、培训骨干到位”
的要求，精心组织，广泛动员，扎实
做好选区划分、分配代表名额、选
民登记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用
功，把蒙自市市、乡（镇）两级人大
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彩绘装饰隧道内壁彩绘装饰隧道内壁

投出神圣一票投出神圣一票

的报道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