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十三条 对临时监护
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可以采
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
方式进行安置，也可以交由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儿童
福利机构进行收留、抚养。

临时监护期间，经民政部
门评估，监护人重新具备履行
监护职责条件的，民政部门可
以将未成年人送回监护人抚养。

第九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
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

（一）查找不到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二）监护人死亡或者被

宣告死亡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
监护人；

（三）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
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

（四）人民法院判决撤销
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由民政部门
担任监护人；

（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
情形。

第九十五条 民政部门进
行收养评估后，可以依法将其
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收养。收养关系
成立后，民政部门与未成年人
的监护关系终止。

第九十六条 民政部门承

担临时监护或者长期监护职责
的，财政、教育、卫生健康、
公安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
予以配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
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
机构，负责收留、抚养由民政
部门监护的未成年人。

第九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未
成年人保护热线，及时受理、
转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投诉、举报；鼓励和支持人民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参与建设未成年人保护服务

平台、服务热线、服务站点，
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咨
询、帮助。

第九十八条 国家建立性
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
等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
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
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第九十九条 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培育、引导和规范有关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的心
理辅导、康复救助、监护及收
养评估等提供专业服务。

（来源：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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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与提升，有人喜爱旅游、有人喜欢
运动、有人酷爱美食……当然还有
人选择购买几注双色球，或许是当
成一种休闲方式，或许是当成一种
奉献爱心的习惯，但无论怎样，都
应理性面对，收获购彩乐趣，助力
福彩公益。

适度而为 奉献爱心助力公益
一注双色球2元，对大部分人

来说并不昂贵，但每期投注应适度
而为，结合个人、家庭的经济条
件，不过量投注。切不可贪图“多
买就能多中”，要适度而为，购彩
资金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中一定不能
占据过高的比例。

彩票只是生活中的一项娱乐，
购彩时应摆正态度，不可将所有的
希望寄托在彩票上。如果我们总是
对大奖抱有过高的奢望，就会让自
己身心俱疲，也无法体验玩彩的乐
趣。同时，在购彩过程中，难免会
遇到距离头奖近在咫尺的情况；或
许，你曾经距大奖是那么近，或许
只差一个数字你就成为幸运儿，但
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自怨自艾，要乐
观看待得失。

无论怎么说，购彩需要平和
心态，顺其自然。根据数据显
示，多数的双色球大奖得主，坚
持理性投注，大部分选择机选投

注，或者小额的守号投注。就这
样，在购彩奉献爱心的不经意
间，好运便突然来临。

理性投注 付出与坚持总有回报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双色球给
了我们传递公益、追求梦想的舞
台，见证着每一份付出与坚持。

对于购彩者来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喜欢的投注方式。机选，是许
多双色球彩民热衷的选号方式，既
简单又省时省力，尤其适合初学者
和时间紧张的上班族。在大奖得主
中，依靠机选收获头奖的人不在少
数，“看着顺眼”“随便打了一组”
是他们较为明显的特点。

还有不少彩民更喜欢根据经
验，选择自己投注的号码。号码分
布图、跟着感觉走，是他们的两大

“制胜法宝”。还有彩民喜欢用特殊
号码投注，手机号、生日、纪念
日、车牌号等，一旦中奖，还能让
这些特殊号码更具意义，甚至可以
起到协调家庭关系的效用。

当然，还有意外投注，例如在
遛弯、躲雨、出差、旅游、串门、
送孩子等过程中，缘分便降临了。
就这样，不经意间的投注，便邂逅
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传递了承
载着爱心的公益精神。

（来源：省福彩中心）

●通讯员 杨桂梅

本报讯 近期，红河县纪委县
监委开展了为纪检监察干部“充
电”“加油”的系列活动，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为纪检干部“加油
打气”。

红河县纪委县监委通过以赛促
学、以讲促学方式，增强纪检监察
干部纪法双施双守、一体贯彻执行
的能力本领，营造遵纪守法、学纪
用法的浓厚氛围，促使全县纪检监
察干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的
精神状态，推动红河县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

“纪检监察是一项政治性、政
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这就要
求纪检监察干部必须不断学习和掌
握各个方面的知识，只有充好

‘电’、补足‘钙’、加好‘油’，才
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该县纪委
县监委相关领导表示。

一直以来，红河县纪委县监委
以锤炼纪检监察干部过硬综合素
质、淬炼纪检监察铁军为目标，为
纪检干部“会诊把脉”，逐一分析
问题，开列不同“药方”。针对不
同领域明确重点监督方向，聚焦机
构职能定位、提高履职本领、增
强监督实效等方面不足，通过培
训、测试、竞赛、“传帮带”等方
式，在纪检监察系统营造“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进一
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对党纪党规
和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加深对
党纪法规的理解，克服纪检监察干
部“本领恐慌”，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记者 罗宏伟

春日暖阳下，在开远市凤
凰生态公园旁的乐白道街道仁
者村餐饮一条街上，人们品尝
着农家佳肴、观赏着乡村美
景，谈笑中感受着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和谐氛围。

“欢迎！欢迎！我家的石锅
鱼选的是野生鱼，特别好吃！”
走到仁者村一组一饭馆门口，
彝族店主刀文与妻子热情相
迎。当问起生意情况时，性情
直率的刀文高兴地说：“生意还
可以，今天客人预订了3桌。”

仁者村委会有 12 个自然
村20个村民小组2233户 7500
多人，是开远城郊一个多民族
聚居的大村子。前些年，仁者
村还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村，随
着开远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
建工作的深入推进，如今的仁

者村已成为汉、彝、壮等多个
民族群众聚居的州级民族团结
进步与乡村旅游示范村。

随着开远市凤凰生态公园
的建成，公园周边乡村旅游氛
围渐浓，刀文抓住机遇率先在
村里开了一家饭馆。“我是彝
族，但我们接待的却是各民族
的兄弟姊妹。只要客人需要，
我还可以做不同的民族特色菜
肴供大家品尝。”刀文介绍，公
园建成后，漂亮的仁者村迎来
了乡村旅游热，村里逐步形成
了多民族相聚“同桌宴”的热
闹景象，让大家在品鉴多元美
食文化的同时，促进了民族之
间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并加
快了当地乡村振兴步伐。

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民居
是亮点、餐饮文化是媒介，同
桌聚餐更容易凝聚共识。仁者
村村委会副主任余敏认为，乡

村餐饮文化，是吸引和留住游
客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的重要
媒介。通过组织引领，如今的
仁者村已建有15家各具特色的
餐饮店。

开远有汉族、彝族、苗
族、回族、壮族5个世居民族，
少数民族占比59.9%。开远市民
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高静颖介
绍，在开远，与仁者村类似的美
丽乡村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还有羊街乡黑泥地村、大庄乡大
庄村等，每个村都有不同的乡村
旅游环境与餐饮文化特色。

近年来，在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中，开远市始终高举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加
强党对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领

导，大力实施“一把手工程”
“ 普 惠 工 程 ”“ 凝 心 聚 力 工
程”，不断健全部门联动机
制、共建共创机制，促进了民
族团结进步与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同频共振，并取得了丰
硕成果。

开远市先后被命名为全
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开
远市委被表彰为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市成功
创建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
位 12个、州级 79个，州级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
范学校、教育基地2个，州级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家庭300户
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开
远市得到全面巩固，“两个共
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
同”理念深入人心，正向创
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稳步迈进。

民族相聚“同桌宴” 同心共筑中国梦
——开远市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侧记

●通讯员 常仙 文/图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元
阳县上新城乡通过招商引资方
式，将制衣厂办到家门口。同
时，号召在外务工多年并有一
技之长的青年回乡，参与工厂
的经营管理，切实为易地搬迁
群众搭建就业平台，让他们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走进位于上新城乡福源山
易地搬迁安置点的元阳熙锦制
衣厂制衣车间，机器转动声不
绝于耳，一排排缝纫机有序运
转，工人们正专心赶制校服，
打板、裁剪、缝制、熨烫……
经过一道道工序，崭新的校服
呈现在眼前。

谢春兰是上新城乡风口山
村村民，以前靠外出务工维持
生活。自2021年制衣厂成立运
营后，就到制衣车间上班，不
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能
学到一门技术。她开心地说：

“制衣厂开在这里，极大地方便
了我们，不仅可以照顾家庭，
生活也有了保障。”

杨白亮是上新城乡本地
人，在外从事服装行业18年，
拥有丰富的服装制作经验。元
阳熙锦制衣厂成立后，他被当
地政府号召回来当起了工厂负
责人，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
并指导村民从“零”开始学习
制衣技术。他说：“把服装厂办

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当地群
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并增加
他们的收入。”

元阳熙锦制衣厂计划总投
资4160万元，在20年的经营
期限内，拥有该县年产30万套
制衣生产线项目的投资、经营
权。工厂于2021年 5月投产，
主要以制作校服、护士服等职

业装为主，目前，有稳定在岗
工人10人，待后期扩大生产规
模后，可为当地提供80余个就
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实现稳岗
就业。

杨白亮说：“下一步，我们
要扩大生产规模，引进更多的
生产设备，希望制衣厂能给当
地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就业机

会。”
据元阳县上新城乡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乡切实将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帮助群众增
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
举措，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
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持续
拓宽稳岗就业增收渠道，让当
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元阳县上新城乡：家门口就业托起稳稳的幸福

红河县多举措
为纪检监察干部“蓄能充电”

福彩双色球：
见证每一份爱心与坚持

制衣车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摘登）

●记者 罗宏伟 通讯员 江智鹏

本报讯 3月 3日，以“传
承奋斗精神、铸就物流匠心”
为主题的首届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 （公司）物流管理岗位技能
竞赛在大理烟草物流园云香庄
园体验中心落下帷幕，州烟草
专卖局 （公司）荣获团体成绩
第二名、卷烟品规识别装箱竞

赛项目第三名。我州选派的3名
参赛队员进入今年下半年“国
赛”预选赛名单。

高效利用现代科技，全面
提升烟草物流的精准与配送效
能，是检验物流行业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重
要窗口。近年来，州烟草专卖
局 （公司） 深入践行“超越、
拼搏、实干、担当”的弘毅精

神，全面推动直属烟草物流单
位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作风革
命与效能革命，实现了红河烟
草物流的高质量发展。

为展示红河烟草物流人才
队伍综合素质，州烟草专卖局
（公司）安排专人负责竞赛前人
才选拔、集中强化训练等。在
参赛过程中，来自该局 （公
司）直属物流单位的陈驰、宋

一波、闵建芳 3 名参赛选手，
在决策管理系统应用、卷烟品
规识别、叉车操控等5个竞赛
项目中，与全省16个烟草物流
单位的 48 名选手展开激烈角
逐，分别取得了个人总成绩第
3名、第6名、第17名的优异
成绩，以团体成绩第二的好成
绩取得了参加全国烟草物流预
选赛资格。

州烟草专卖局（公司）获首届省烟草物流管理岗位技能竞赛团体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