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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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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弥勒市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实施“稻+菜”接茬轮作，积极
推动秋冬蔬菜种植，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实现粮食生产与蔬菜种植双增收。
图为弥阳街道秋日田园风光。 通讯员 普佳勇 摄影报道

品尝丰收喜悦 端牢手中饭碗
●倪琴 段云娟

9 月 23 日，农历秋分，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
至。红河大地上，金黄的稻穗
随风舞动，成熟的瓜果披红抹
绿，一幅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
丰收图景徐徐展开，不仅带来
了丰收的喜悦，更带给我们“手
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安全感和
底气。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丰
收节里谈丰收，首先就要谈粮
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
主要装中国粮。”作为农业大
州，近年来，我州全面落实粮食
安全责任制规定，采取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措施，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全力
稳定粮食面积和产量，牢牢把
好粮食安全主动权。可喜的
是，当前全州各地秋粮丰收在
望，不仅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更为我们
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
有力的支撑。

我们不仅要真诚礼赞奋战
在粮食和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
者，珍惜粮食、厉行节约，更
要坚定信心、砥砺前行，在日
益复杂的形势下做好粮食安全

“必答题”。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以
及国家和省、州关于保障粮食
安全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以担当的“硬肩膀”
扛起粮食安全的“硬任务”，既
一以贯之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
政策，做大做强粮食产业，又要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断提
升粮食生产能力。要加快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把现代种业、农
业机械等技术水平提上来，把
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真正把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
处。要充分挖掘粮食文化，把
农耕文化、民族文化和粮食产
品有机融合，积极发展过桥米
线、梯田红米等优质特色产品，
精心打造红河粮食品牌。与此
同时，还应通过自主研发、种质
创新、良种繁育等，突破农技

“卡脖子”瓶颈，不断提升粮食
生产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 可 持 续 的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体系。

来之不易的收获，是对一年
辛苦的最好褒奖；丰收的图景之
中，孕育着来年新的希望。让我
们端牢手中饭碗，确保粮食安
全，继续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粮
食满仓的“丰收卷”。

9月 21日，2022年国际和
平日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安全
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重要历史关
头，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
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
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共担维护和
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携手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表示，今年纪念活动

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为主题，契合联合
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精神。希望纪念活动凝聚各方
智慧和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9月22日1版）

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9
月21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
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以前所未有的决心
和力度，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
略，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
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成
就，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
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要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

验，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
求，聚焦备战打仗，勇于开拓
创新，扎实抓好既定改革任务
落实，加强后续改革筹划，奋
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为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
大动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
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总
结了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取
得的重大成效和经验，部署了
后续改革筹划工作。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围绕深刻领会改革强军
战略、确保改革务求实效提出
要求。

会上，12个单位结合工作
实际，就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
革有关情况作了交流发言。

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
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
参加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9月22日1版）

习近平向 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屏边县卡口村民小组——

旧貌换新颜 村美民富日子甜

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2年第八次集中学习活动
●记者 李梓毓 余云龙
实习生 游欢

本报讯 9月22日，州政协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州政协机
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2022 年第八次集中学习活动。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庞俊主持
并作总结讲话。

参会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
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学习纲要》，持续深化学
习研讨、宣传宣讲、研究阐释和成
果运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
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加强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实
施意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并观
看《生命重于泰山》专题片，紧扣
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谈体
会、谈感想，凝聚安全发展共识。
会上，重点发言人紧密结合学习
主题作研讨学习发言。

庞俊强调，全州政协系统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笃行中
不断提升政协履职能力，在学懂弄
通做实中强化政协担当作为，不断
加强对政协“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的监督，在发挥政协优势中凝聚安
全发展共识。

州政协党组班子成员苏畅、
张艳梅、刘光亮，党外副主席李
满等参加集中学习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
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
服去年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
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
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
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

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
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基本盘，
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
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
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全
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
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记者 杨会国 文/图

一场秋雨过后，屏边县玉
屏镇卡口村委会卡口村民小组
草木葱茏，青翠欲滴，山林飘
起层层白雾，田园村庄映衬其
间，宛如人间仙境一般。

步入卡口村民小组，只见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的
宣传栏伫立一旁，尤为醒目，
村内亭台楼榭、小桥流水、花
草繁盛，孩童穿梭其间追逐嬉
闹，村民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
村振兴图景徐徐展开。

共绘家乡新蓝图
“变化太大了，才一年没回

家，差点认不出来。”村民王兴
旺高兴地说。

卡口村民小组组长杨倡国
介绍，昔日的卡口村，村内杂
乱无章，私搭乱建成风，道路
泥泞、污水横流。2021年被列
为“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省级
试点村后，卡口村发生了脱胎
换骨的变化。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让
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充
满干劲，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
了规划改造，现在的卡口村，
已是旧貌换新颜。”杨倡国兴奋
地对记者说。

沿着村内干净整洁的道路
前行，两旁错落有致的米黄色民
居和绚丽多姿的墙体画，充满了
浓郁的民族风情。 下转2版

●记者 程丽银 李易 杨钧策

本报讯 9月22日，全州地
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工作汇报
会在蒙自举行，对当前和下一
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州委书记赵瑞君出席会议
并讲话。州委副书记、州长罗
萍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
王宁有关批示精神，组织观看
了地震应急演习纪实片，听取
了州级有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

赵瑞君指出，全州各级各
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
防震减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全省地震灾害防范应
对准备工作汇报会精神，进一
步增强“防大震、抢大险、救
大灾”的意识，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紧绷思
想之弦、责任之弦、行动之
弦，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

识，扎实细致落实地震灾害风
险防范各项措施，努力以万全
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赵瑞君强调，要抓实工作
重点，着力提高防大震救大灾
能力水平。要健全完善应急治
理体系，完善州、县、乡、村
四级应急管理体系，建立行之
有效的指挥决策体系，充分发
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抓总、统
筹协调作用，全面加强救援能
力建设，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织力
量到位、第一时间开展有效救
援。要强化日常调度和应急值
守，把抗震救灾防范应对工作
纳入日常调度内容，规范值班
值守和有关信息的收集、汇
总、报送，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督促有关部门
开展防震减灾工作，确保各项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要强
化部门协同联动，充分考虑震
后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

电、断水等问题，各部门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形成抗震救灾强大合
力。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
应对工作，强化对山洪、滑
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巡查
检查、预报预警，加强综合地
震应急演练，广泛宣传救灾避
险相关知识，按标准扎实做好
救灾物资储备，坚决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赵瑞君强调，要加强组织
领导，坚决扛实地震灾害防范
应对的责任，牢固树立风险管
理和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防震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作用，充分依靠和发动
群众，积极稳妥做好抗震救灾
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罗萍就做好抗震救灾防范
应对工作作具体要求。

州领导晋洪江、张珺，州
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赵瑞君在全州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工作汇报会上强调

扎实细致落实地震灾害风险防范措施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罗萍主持

卡口村小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