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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推进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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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美红 罗宏伟 周勇

连日来，全州经济部门和
企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两会精神，紧密结合实
际，增添发展信心，谋划落实
行动，全力拼经济，奋战“开
门红”，将全国两会擘画的蓝图
变为红河的生动实践。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的工作重点之一。近年来，我
州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步伐，积
极培育新兴产业，全州工业现
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工业
产品产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初步形成了以冶金、化工、建
材等重工业和卷烟、电子信
息、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轻
工业为支撑的制造业发展格
局，工业经济规模总量进一步
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技
术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工
业发展的质量效益进一步提
高，为红河州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下一步，全州将紧紧围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
标，坚持做优存量与做强增量
并重，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发展
示范区。”谈到全州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展规划科科长罗磊说，红河
州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基础良
好，按照州委、州政府的布

局，我州将重点发展有色金属
产业及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
业、绿色食品加工业和烟草制
造业四大主导产业，培育壮大
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新型建
材、先进装备、节能环保、消
费品等N个百亿元级产业，着
力构建“4+N”现代制造业体
系，聚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以创新驱
动推动红河工业“量增质变”。

“蒙自工业园区将在加快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企业发
展的同时，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积极推动传统工业改造
升级，促进有色金属及新材料
产业、绿色新型建材产业提质
增效，引导产业往精细化方向
发展。”蒙自工业园区企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林顺枭表示。

“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政府工作报告中
关于关键核心技术的表述令蒙
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销售
部总经理李智勇倍感振奋，他
说，公司采用科技人员攻关及
与国内大专院校、科技研究所
合作的方式，完成了水泥高性
能绿色生产工艺和装备的研
发，接下来，将继续保持科技
创新的态势，在关键技术上持
续创新、加速突破，研发出更
多的高品质水泥来满足国家重
点工程的建设需求。

下转2版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我州经济部门和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
是强盛的前提。”在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
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
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
的战略环境，对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提出明确要求、
作出重大部署，强调“要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

安 全 和 发 展 是 一 体 之 两
翼、驱动之双轮。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
事，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
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
挑战，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我们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
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
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
安全得到全面加强，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
全，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
平。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
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
极限施压，我们在斗争中维护国
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
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实践
充分证明，统筹发展和安全，增
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
则；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
民根本利益所在，是党和国家兴
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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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春天的屏边县白河
镇，万物萌发，“丰”景如
画。连片发展的菠萝、芒
果等产业，在广袤大地绘
成一幅春之图。图为俯
瞰白河镇特色农业。

记者 杨会国 摄影报道

●记者 沈娅洁 文/图

绿春县平河镇大头村委会拉
祜寨村民小组是一个边境村寨，
2015年，全村33户 168人全部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粮食不
足100公斤，人均可支配收入不
到 1600 元，是集民族直过区、
特少民族村、边境特困村为一体
的深度贫困村。从居无定所的窝
棚到能够遮风挡雨的水泥房，从
靠刀耕火种生活到发展现代产
业，从人居环境“脏乱差”到乡
风文明……改变，从吹响精准脱
贫攻坚战的号角开始。

2016年，绿春县探索实践“基
层党建+脱贫攻坚+综合治理”的
守边固边工作模式，通过“党建上
山”带“群众下山”、“干部进家”带

“群众爱家”、“干部辛苦”换“群众
幸福”，最终啃下了拉祜寨脱贫攻
坚这块“最硬的骨头”。2019年
12月，拉祜寨如期脱贫摘帽，年人
均收入从2015年的1600元提升

到现在的14000元以上，拉祜族
群众一步跨千年，迈入新时代。

“党建上山”带“群众下山”
“以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山

里一个很小的窝棚内，一口锅、

一个碗、一双筷子、一张床就是
所有的家当。”村民王永贝口中
的家，就是用木头、烂瓦片、塑
料布搭建的简易窝棚，夏不挡
雨、冬不遮风。过去，由于历
史、地理位置、思想观念等原

因，拉祜族群众长期依靠政府救
济，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生活，
基本还是原始粗放的丛林生产生
活方式。

让拉祜族群众有安定的居
所，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心愿。
2016年以来，绿春县先后投入资
金544万元，平整土地30亩，新
建安居房33套。新居建好后，当
地驻村工作队的第一个艰巨任
务，就是全力寻找在深山老林里
游猎的村民，让他们到寨子
安居。

为此，拉祜寨成立了临时党
支部和拉祜寨村党支部，通过选
优配强班子，让党的组织和党的
工作在拉祜寨生根发芽。绿春县
先后选派200余名党员干部到拉
祜寨支援帮扶，采取定村、定
户、定人的定点式帮扶模式，把
遍布大山各个角落的拉祜族群众
重新聚拢在一起。2017 年年
初，拉祜寨全村33户村民全部搬
进新居。 下转2版

一跃千年 拉祜寨开启幸福春天

3月18日至20日，2023减贫治理与全球发展（怒江）国际论坛在云南省怒江州举办，红河
州绿春县拉祜寨参加3月19日举行的“巩固减贫成果的社会责任”专题论坛，并在论坛上分享
拉祜寨群众从脱贫到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一步跨千年”的故事。

●通讯员 陶海龙

本报讯 日前，州民政局印
发《红河州民政局关于建立完
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进
一步完善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机
制，提高社会救助制度可及
性、覆盖率，织密扎牢基本民
生保障安全网。

《通知》指出，社会救助主
动发现机制的对象范围主要为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对象、老弱病残人员，以及
收入不稳定、持续增收能力较

弱、返贫风险较高的脱贫不稳
定人口等人员。《通知》对主动
发现的主体、协助人员、发现
方式、转介服务以及办理方式
进行了明确。

《通知》强调，全州各县市
民政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转
变工作作风，准确把握主动发
现机制在依申请救助中的重要
补充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建立
符合本县市实际的社会救助主
动发现规程，整合工作力量，
强化数据信息共享比对和跟踪
督促落实，以有力举措推进社
会救助精准高效。

我州建立完善
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

编
者
按

●记者 龚建国 吴富水

本报讯 3 月 14 日至 18
日，由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
地区报业分会主办、西双版纳
报社承办的“探寻‘象’往的
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
纳”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地
区报业分会2022年年会暨中国
少数民族地区报纸（网络）新
闻及论文奖评选会在景洪市举
行。红河州融媒体中心推荐参
评的16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
奖 4 件、二等奖 5 件、三等奖
7件。

此次新闻及论文奖评选会
共收到48家会员单位推荐的报
纸（网络）新闻参评作品1335件、
论文123件。红河州融媒体中心
记者黄传龙、骆海云采写的《蒙自
市开启“交房即交证”新模式

“钥匙”“房本”同时拿》获得消息
类一等奖，记者车安达、李旭、钟
贞采写的《从米轨到高铁——三
步跨越千万里 百年逐梦今朝
圆》获得通讯类一等奖，记者倪
琴撰写的《共同呵护孩子们的

“视”界》获得评论类一等奖，记
者王陶撰写的《在守正创新中找
准融合报道的突破口——浅谈
红河日报社〈云上观会〉专栏》获
得论文类一等奖。记者李静、李
维、常一鸣、虾伟采写的《梯田边
上的“生态法律课”》等12件作
品分别获得二、三等奖。

活动期间，中国报业协会
少数民族地区报业分会秘书长
龙文玉宣读了中报协《关于同
意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地区
报业分会召开年会及换届会议
的批复》及本次年会增补副会
长、副秘书长单位名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报纸（网络）
新闻及论文奖揭晓
红河州融媒体中心获4个一等奖

拉祜族群众携手迈进新生活

●记者 程丽银 黄传龙 虾伟

本报讯 3 月 18 日，全州
2023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调度
会在蒙自召开。州委书记赵瑞君
出席会议并强调，要鼓足攻坚劲
头，树牢“真抓经济、抓真经
济”的鲜明导向，锚定目标增信
心、出实招、拼经济，实实在在
拿出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以一季
度“开门红”促“季季红”“全
年红”。

州委副书记、州长罗萍主持
会议。

会上，州发展改革委通报分
析了1—2月全州经济运行情况；
州统计局作了统计业务辅导；蒙
自、个旧、开远、金平、河口5

县市作了专题汇报。
赵瑞君对各县市各部门今年

以来全力以赴拼经济、奋力实现
“开门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表
示肯定。他强调，拼经济就是要

“拼真抓、拼实干”，经济发展是
干出来的、拼出来的，没有哪项
工作靠开会、讲话、发文件就能
干成。各级各部门要找准“要害
症结”，千方百计稳存量、挖潜
力、扩增量，切实做到应统尽
统。农业方面要做好春耕备耕工
作，加强主要畜牧业产品供给，
确保一季度实现增速10%以上；
工业方面要加强调度，强化帮扶
指导，“一企业一方案”研判分
析，切实盘活存量，做优增量；
贸易方面要继续把恢复和扩大消

费摆在首位，针对汽车等销售行
业大幅下滑的情况，组织开展各
类促销活动，拉动全州限上零售
快速增长；服务业方面要下大力
气抓好装卸搬运和仓储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等工作，做好劳动工资发
放工作，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固
投方面要紧盯重点项目抓保障、
抓推进，水利、交通、住建等部
门要切实扛起各自责任，力争快
速形成更多实物量；房地产和建
筑业方面要继续支持本地建筑企
业做大做强，实施好新一轮的房
产促销活动，巩固扩大房地产市
场好转态势。要切实抓好重点项
目谋划推进，全力以赴抓招商引
资，持续强化项目引领，加大企

业培育力度，确保已落地项目投
产达产。要更好发挥统计部门职
能作用，协助州稳经济工作专班
做好联动监测，精准指导县市做
好样本轮换，高质量推进“五经
普”各项工作。要发挥好考核

“指挥棒”作用，提高经济指标
在全州年度综合考评中的占比，
强化工作调度，加大奖惩力度，
强化考核结果的刚性约束。

罗萍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
松，切实担起稳增长责任，坚持
结果导向，强化工作调度，找实
工作支撑，确保一季度“开门
红”目标如期实现。

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
州政府、州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
席会议。

赵瑞君在全州2023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调度会上强调

锚定目标拼尽全力“真抓经济、真抓实干”
奋力夺取一季度“开门红”
罗萍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