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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学、听官宣、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网信系统从无到有、网信工作“四梁八柱”基本形成——

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浓厚网上氛围
●云南日报记者 邓清文

6 月 20 日，“云南这十年”
系列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省委
网信办专场，全面介绍我省网信
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2017 年底以来，我省、州
（市） 网信部门陆续组建成立，
网信领域政策支撑体系和统筹协
调机制不断完善，全省“一张
网、一盘棋、一体化”的工作格
局不断巩固，网信工作“四梁八

柱”基本形成，为推动云南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网上舆
论支持、可靠网络安全保障、有
力信息化支撑。

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汇聚
网络正能量

云南省网信系统着眼服务党
和国家建设发展大局，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结合重
要节点、重点事件、重大活动精
心组织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构建
网上网下“同心圆”，确保网络

空间正能量始终充沛。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

云南、三次给云南干部群众回信
等，开设“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继续奋斗 勇往直
前”等大型网络专题，传播量累
计超过2亿次。

全省网信系统充分发挥各级
网络媒体作用，持续打造具有较
强吸引力、影响力的精品。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16期《看
新时代·云南一分钟》州 （市）
系列宣传片奏响礼赞新中国、奋

进彩云南的昂扬旋律；聚焦脱贫
攻坚成就，《小康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系列短视频催人奋进；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镜
头里的故事·云岭红色地标巡
礼”系列直播传播量过亿。2021
年，“亚洲象保护专题采访”累
计点击量超过110亿次，覆盖全
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年
度网络传播的亮点。近3年来，
全省共推出传播量“1000万+”
作品130余件（组），“1亿+”作
品35件（组）。 下转2版

●记者 罗宏伟

站在金平县金水河镇金水河
村委会隔界村，看着平整宽阔的
入村道路、越建越多的居民楼
房，环视村子周边400多亩郁郁
葱葱的香蕉园、700 多亩黑姜
地、100多亩甘蔗地……村党支
部书记普玉忠幸福感油然而生。

“隔界村能从贫困村变成如今的
小康村、发展后劲十足的示范
村，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政
府出台的兴边富民政策，感谢各
级党委、政府对边境沿线少数民
族村寨的贴心关怀。”

隔界村有76户326人。近年
来，该村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靠香蕉、
黑姜、甘蔗等产业，让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县平均水平。普
玉忠说，他将持续带领村“两委”
班子和全体村民，在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强边固防的前提下扩大农特
产品种植面积，以村民增收巩固来
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引进龙头企业，推行“企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让群众

真正获利是金平县金水河镇党委
的行动指南。镇党委书记黄永祥
表示，将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勇
扛强边固防责任，大力发展本地
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以提
升人居环境促进抵边村寨美誉度
的提升。

从我州区域经济来看，南北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是最大的
州情，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还

存在不可忽视的短板弱项。“正
是因为看到了发展短板，我们才
要直面问题不回避、勇于担当不
退缩。以决不负时代重托、决不
负红河发展、决不负人民期待的
信心和决心，在边境沿线开辟一
条发展新路。”金平县委、县政
府着眼边境村寨发展短板，加快
实施兴边富民工程，着力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四基地

三中心两体系”，打造3.5万亩梯
田红米基地，深入推进“一县一
业”示范县创建，新植中药材2
万亩，发展种植芒果、菠萝蜜、
百香果等热带水果和澳洲坚果2
万亩……

与金平县相邻的绿春县，针
对农业大而不优、产业化市场化
水平低等短板弱项，也在以奋斗
者的姿态砥砺奋进。走访绿春县
平河镇大头村委会拉祜寨村，只
见户户住楼房，家家房顶上国旗
迎风招展。不少村民表示，今天
的小康生活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兴
边富民政策以及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怀。

地处边境沿线的拉祜寨村，
曾经被列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硬骨头中的硬骨头”，如今，这
里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
性巨变。这让驻村工作队队员李
涛备感欣慰，表示要以“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扩大黑
木耳、榆黄蘑、草果、“雪芽100
号”生态有机茶等特色产业发
展，以产增效巩固脱贫成果。

下转2版

●记者 李立章 文/图

本报讯 6月20日，由开远
市教育体育局组织开展的“童心
喜迎二十大·放飞梦想跟党走”
主题实践活动在该市体育创意园
举行。来自城区中小学校的100
多名学生代表参加了绘画风筝、
放风筝活动。

此次主题实践活动旨在进一
步加深少年儿童对祖国和党的热
爱，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
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给
白色的风筝画上了绚丽的色
彩。蓝天白云下，他们精神振
奋，托举、放线、抽线……高
高托举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欢
呼奔跑，看着风筝飞向天空。
五彩缤纷的风筝在空中形成一
道靓丽的风景，寓意着同学们

“永远跟党走”，一起向着更美好
的未来前进。

开远市开展“童心喜迎二十大·放飞梦想跟党走”主题实践活动

红河州：携手共建美丽富饶新边疆

●通讯员 马权

本报讯 屏边县通过抓项
目、抓特色、抓服务，加快推
进城市更新步伐，先后获得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中国
天然氧吧、2021年国家级全域
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省级文
明城市、云南省美丽县城、省
级园林县城等荣誉。

该县深入践行“项目工作
法”，统筹县城总体规划及各类
专项规划，持续在提升城市品
位、完善城市功能上加码出
力，谋划实施棚户区改造、老
旧小区改造、城市排水防涝工
程等20余个城建项目，并推行
县级领导挂钩、专班推进、挂
图作战、工作成效“红黑榜”
等机制，倒排工期、倒逼进
度、压实责任，实现20余个城
市建设项目100%开工建设。

聚焦特色谋发展，突出
“绿生态”和“苗文化”两张
牌，高起点布局城市精品绿化

空间、民族特色街区，高标准
实施公园绿地、亲水景观、城
市街景小品、苗族风貌街区改
造等工程，推动绿色生态与苗
族文化有机融合，建成滴水苗
城、三家湾、牧羊河湿地公
园、11 座城市街景小品等，完
成大平田环岛片区、临水路绿
化提质，城市绿地覆盖率达
38.02%，人均公园绿地达11.95
平方米，森林围城、清水活
城、花木映城、文化靓城的云
端屏边不断形成。

坚持“一线工作法”，依托
学史力行社区工作红色服务
队、巾帼志愿服务队等队伍，
通过驻点办公、一线协商、志
愿服务等方式，大力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双报到双服务
双报告”等活动，持续解决群
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共
成立小区业主委员会31个，改
造小区停车位400个，化解16
个小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通讯员 向荣菊

本报讯 弥勒市积极贯彻落
实上级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风险
防控的决策部署，加强失业保
险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
组成专项行动小组雷霆出击，
对全市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
行随机抽查，重点对骗保、拖
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清理整顿。

此次抽查涉及云南吉成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弥勒启程人
力资源有限公司和弥勒市万丰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3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专项行动小组对劳
动合同的签订、失业保险待遇
申领、工资支付凭证、银行代
发流水、劳务派遣等相关情况

进行详细查验。经查，3家企业
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3000余名劳动者均签订了劳动
合同，对其中77名劳动者进行
抽查核验，未发现骗取失业保
险金行为。但专项行动小组在
检查中发现，其中2家企业未按
规定明示服务项目、监督机构
及监督电话，立即在现场下发
限期整改指令书，明确整改时
限并对其进行宣传教育。

此次专项检查对弥勒市人
力资源市场的清理整顿及保险
基金的安全监管起到良好的推
动作用，下一步弥勒市将强化人
力资源市场的监管职责，规范用
人单位招用工行为，促进人力资
源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劳动者
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屏边县加快城市更新步伐

弥勒市：打防结合治顽疾 维护权益保民生

孩子们放飞风筝孩子们放飞风筝

绿春县拉祜寨马铃薯种植基地绿春县拉祜寨马铃薯种植基地 李泽森李泽森 摄摄

●记者 初政艳

本报讯 6月 23日，州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蒙
自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成武
主持会议。

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6
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州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会议听取了关于红河州州
级2021年地方财政决算情况的
报告，关于红河州2021年度州本
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红河州A
级景区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红河州滇南中心城市“三海五
河若干溪”水环境治理情况的报
告，关于红河州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拟废止《云
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矿
产资源管理条例》等3件条例的
说明，关于红河州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
《云南省残疾人保障条例》实施
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红河州州
级2021年地方财政决算情况审

查结果的报告，关于废止《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矿产资
源管理条例》议案审议意见的报
告，关于废止《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
营企业条例》议案审议意见的报
告，关于废止《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农村合作医疗条例》
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会议书面审议了州人大常
委会调研组关于红河州A级景
区创建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
于红河州滇南中心城市“三海五
河若干溪”水环境治理情况的调
研报告，关于红河州行政复议体
制改革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红
河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
调研报告。

会议书面审议了州人民政
府关于红河州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分别听取了有关单位
和部门关于提请审议人事事项
的说明和报告，拟任命人员作供
职报告。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仁
斌、向从科、汤卫东、李红芬、王
全，秘书长李光林出席会议。

副州长张珺、州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
席会议。

州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在蒙自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