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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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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施洁

本报讯 近年来，红河县深
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进一步强化党员领导干
部的教育管理，坚持抓早抓
小，实施“四个约谈”，进一步
强化了党员干部廉政意识和廉
洁自律的自觉性。

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坚持把
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要求贯穿于
党员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始
终，以集体谈话为“抓手”，要
求党员领导干部将思想统一到
中央和省、州、县委对当前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的科学研判上
来，领会新精神、把握新要求、增
强新认识，时刻紧绷党风廉政建
设这根弦，担负起从严治党之
责、廉政建设之责、作风建设之
责，把好角色定位，把履责置于
严密的监督下，把党风廉政建设
的实效抓出来。

2021年，红河县纪委县监
委共组织开展干部任前廉政谈
话 210 人次，通过任职谈话，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让党员

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
责”。同时，告诫新任领导干部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危机
感、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他
们尽快适应新岗位，积极做好
角色转换，不辜负党组织的期
望和重托。

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坚持问题
导向，充分运用提醒谈话这一有
效监督手段，按照“教育在先、
警示在先、预防在先”的原则，
将干部提醒谈话贯穿于干部管理
监督全过程。针对党员干部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开展提醒谈
话，筑牢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
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强化自我
监督自觉性。

针对因履职不到位等原
因给予问责处理的党员干部，
或者存在违纪问题，给予纪律
处分的党员干部，红河县纪委
县监委开展组织约谈以帮助其
正确对待处理，深刻反思错
误，切实吸取教训，敬畏、遵
守党纪法规。

●通讯员 张溪泓 文/图

本报讯 2021年以来，弥勒
市以“春风送温暖 就业送真
情”为主题，聚焦返乡返岗农民
工、脱贫劳动力、低收入家庭劳
动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
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等重点群
体，同步推进稳岗留工暖心行
动、就近就业促进行动、春风送
岗专场行动、劳务协作对接行动
等，确保做到留岗有关怀、就业
有帮扶、用工有支持。

弥勒市依托人力资源企业、
驻外农民工服务站组成稳岗工作
组，到省外本地务工人员较为集

中的企业开展送温暖、送政策、
送维权等活动，力争把省外务工
人员稳在当地、稳在企业。同
时，做好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留守
老人、妇女、儿童的服务工作，
让留守者安心、外出务工者放心。

该市采用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及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就近
就地安排就业困难人员“家门口
上岗”。2021年以来，全市认定
就业扶贫车间 20 个，共吸纳
2260人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
就业143人，发放就业扶贫车间
奖补资金86万余元，开发城镇公
益性岗位安置385个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发放补贴358万余

元；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
1083 名脱贫劳动力就近就地就
业，发放补贴572万余元。

充分发挥基层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驻外劳务服务站和省外省
内劳务协作机制作用，加强输出
地和输入地信息对接和劳务协
作，累计收集省内外企业岗位信
息9000余条，摸清企业开复工和
员工返岗情况，采取包车等方式
实行“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
出，助力企业员工返岗复工。今
年以来，全市“点对点、一站
式”有组织输出15车次582人次
赴广东、浙江等地务工就业。

开通7×24小时劳动保障维

权渠道，及时化解欠薪纠纷，确
保农民工安“薪”无忧。2021年
以来，全市开展在建项目日常巡
查277户次，责令限期整改项目
36个，行政处罚11户，处罚金
额共计2.8万元，协调解决欠薪案
件79件，案件涉及738人 1015
万余元。立案受理劳动仲裁案件
78 件，其中，裁决结案 36 件、
调解结案29件、撤诉13件，受
理结案案件涉案金额 177 万余
元，时效内结案率100％。各基
层调解组织调解案件共195件，
涉及劳动者 226 人，涉案金额
213 万 余 元 ， 综 合 调 解 率 为
81.82％。

●通讯员 胡静 文/图

本报讯 为加强粮食及其制
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蒙自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期在全市
开展粮食市场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确保
粮食产品安全。

该局重点针对辖区粮食生
产加工企业、粮食加工品批发
企业、粮食加工品经营门店，
加大对小麦粉、大米及其它粮
食制品重点品种的检查力度，

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
度，严格查处非法添加、销售
过期变质、掺杂使假、假冒伪
劣、以陈充新、以次充好等问
题。对粮食及其制品生产加工经
营活动场所进行全面梳理，结合
企业自查情况，对粮食制品生产
加工经营者是否严格按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食品安全标准等要
求开展生产加工经营，采购的粮
食来源渠道是否合法合规，采
购、投料等记录是否真实，粮食
包装标签标识是否虚假，是否
非法添加等情况开展全面监督

检查。对不符合标准的粮食生
产加工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通
知书，并对整改期限到的企业
进行复核，确保整改到位，切
实保障食品安全。

该局密切关注市场动态，规
范粮油价格等行为。加强市场供
求和价格变动的监督，重点加强
粮食、植物油价格监督，确保及
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价格异动
问题。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不采购、不存
放、不销售假冒伪劣和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及其制品；
督促生产经营企业落实粮食追
溯管理制度，保障来源合法、可
追溯，去向明确；强化对进入生
产加工企业、商场、超市、市场
的粮食及其制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检工作，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做好不合格食品处理工作；严格
执法，对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变
质、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粮食及
其制品的，严格依法进行处理，
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和身体
健康。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
法人员565人次，出动车辆168
台次，检查食品生产主体83个
次、食品销售主体945户次、餐
饮服务主体2080户次、农贸市
场13个、超市39个。

●通讯员 王俞
肖燕斌

本报讯 敲锣打鼓
送喜报，拥军之风暖人
心。近日，家住泸西县
午街铺镇山林哨村的现
役军人徐贵平和他的家
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泸西县相关领
导和某部队相关同志一
起携带徐贵平荣立二等
功的喜报来到他的家
中，送来荣誉和祝福。

拉横幅、披绶带，鞭
炮声、锣鼓声……现场
气氛热烈，引来左邻右
舍驻足围观和点赞。工
作人员为徐贵平及其家
人送上牌匾和慰问金、
鲜花，详细询问了他们
的生活状况，并感谢徐
贵平的家人为部队输送
了优秀人才，为家乡赢
得了荣誉。

徐贵平的哥哥徐春
平说：“贵平在部队立
功，这让我们全家人感
到骄傲和自豪，我们希
望他在部队好好努力，
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再立新功。”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相关领导表示，通过送喜报的
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军人军属
的尊崇感与荣誉感。

春风送温暖 劳动有保障

弥勒市为务工者提供就业帮扶

红河县“四个约谈”
扣紧廉洁从政“安全带”

蒙自市市场监管局对粮食市场进行专项整治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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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市：文明之花满城绽放
●通讯员 王爱菊

“大爷！别慌，我扶您过马
路！”“您好！因为雨天路滑，您
的外卖可能得延误10分钟到达，
望您谅解！”……在蒙自市，广
大市民常年用美德之泉浇灌文明
之花，把整座城市装点得格外优
雅、大方，令人神往。

文明出行交通井然有序
“过路口时不能闯红灯，不

能逆行，开车时不玩手机，这既
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
责。”今年75岁的蒙自市民李大
妈常对家人说。

近年来，蒙自市加大城市交
通秩序整治力度，通过媒体矩阵
大力宣传文明礼仪，为广大市民
树立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
文明标杆；编印100万册《驾驶
员的老师》发放给广大驾驶员，
让遵守交通法规成为驾驶员的
自觉行为；投入大量警力在城市
各交通拥堵点位、交通路口引导
和规范市民交通行为；借力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所，组织272支志
愿服务队109923人参与到交通
劝导服务中，与民警形成合力，
共同营造城市良好交通环境。

兴盛路是蒙自市区的文明示
范路之一，正在该路段执勤的蒙
自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汤烨
说：“我们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

为，现在，越线停车、行人闯红
灯、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不
见了。”在蒙自市区，像兴盛路
一样的城市示范路越来越多，文
明出行成为蒙自美丽的风景线。

友善礼让社会和谐稳定
为强化市民友善礼让知识，

蒙自市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围绕“文明礼仪”主题，通过文
明大讲堂等形式，推动文明知识
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
区、进街道公园；各乡镇 （街
道）、社区通过学校开展“十大
行动”，教育、引导市民礼让互
助，礼貌对待外来人员，全面提
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幸福
指数。

在蒙自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大门外，等待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的人们自觉按照“一米线”排
起长队。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李芬说：“在服务中
心，‘一米线’已经成为大家的
健康安全线、文明线。”

文明的举止提升着城市的温
度，温馨和谐的生活氛围，仿佛甘
甜的雨露浸润着蒙自市民的日常
生活。

爱护环境生活健康平安
“别碰我，我怕疼！你对花

儿好，花儿对你笑”……在蒙自
市的大街小巷、公园广场，温馨

生动的提示语警醒着过往的市
民。仅2021年，蒙自市就统一
增加设计环境卫生公益广告500
余幅入库使用，引导广大市民在
潜移默化中提升爱护环境的
意识。

每天清晨，蒙自城市综合执
法局工作人员都会到公共场所开
展文明养犬巡查，并向遛狗的市
民递上一份文明养犬宣传单。每
个周末，蒙自艺海社区组织挂联
单位党员和志愿者对辖区道路两
旁进行清扫，对小区乱堆乱放现
象进行全面整治。该社区工作人
员陶彦介绍，除了开展日常大清
扫工作，他们还把《蒙自市“美
丽家园”创建行动计划》印发到
居民手中，引导大家主动摒弃乱
吐痰、乱扔烟头、衣冠不整等不
文明习惯。

城市居民文明素质不断提
升，乡村群众文化素养也大步赶
上。“谢谢你们，是你们教会了
我如何收家。”蒙自市西北勒乡
罗锅底村村民李奶奶对“蒙自巾
帼教收家志愿服务队”队员
说道。

爱岗敬业城市蓬勃发展
每天凌晨4点，清洁工李炳

凤都会准时在蒙自市锦华路清扫
大街，她希望带给市民一个洁净
的环境；每个周末或节假日的夜
晚，蒙自市委、市政府办公楼都

有挑灯夜战的干部职工，“今天
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
的效率意识深入人心。

蒙自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李
敏侠始终以一颗对祖国和人民负
责的事业心，在工作中任劳任
怨、踏实苦干，曾荣获“红河州
政法标兵”称号，他为身边同事
树立了榜样；蒙自市第一中学教
师刘源十一年如一日奉献爱心，
将社会的温暖传播给需要帮助的
人们，充分体现了“崇文尚德，
开放包容”的精神，被评为红河
州第七届道德模范；蒙自市观澜
派出所从警21年的蔡春梅时刻把
群众装在心中，每天用脚步丈量
土地，调处矛盾纠纷800余起，
服务群众15000余人次，多次获
得蒙自市道德模范、蒙自市优秀
公务员、红河州优秀共产党员、
个人“三等功”、红河州民族团
结示范家庭等荣誉，她为蒙自的
美增艳了色彩……

一个个平凡人发挥出的不平
凡力量，汇聚成了推动蒙自发展
的强劲动力，奏响了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的乐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摘登）

第九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进
行卫生保健和营养指导，提供
卫生保健服务。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依法对
未成年人的疫苗预防接种进行
规范，防治未成年人常见病、
多发病，加强传染病防治和监
督管理，做好伤害预防和干
预，指导和监督学校、幼儿
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开展
卫生保健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
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
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
和及时干预机制。卫生健康部
门应当做好未成年人心理治
疗、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精神障
碍早期识别和诊断治疗等工作。

第九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对困境未成年人
实施分类保障，采取措施满足
其生活、教育、安全、医疗康
复、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要。

第九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
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

（一）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
者身份不明，暂时查找不到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二）监护人下落不明且无
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三）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
因或者因发生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
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

成年人监护缺失；
（四）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

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
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

（五）监护人教唆、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未
成年人需要被带离安置；

（六）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
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
胁，需要被紧急安置；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来源：中国人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