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云南省进驻时
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1年 4月6日－5月6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71-68599800，专门邮政信
箱：云南省昆明市A005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本报讯（通讯员 瞿园圆）
近日，思茅区纪委监委全体干部
职工迎来了 2021年第一季度应
知应会考试。

应知应会，考试内容划“硬
杠杠”。为确保每季度一次的全
员考试不落窠臼，采取书面测
查、线上测试、知识竞赛等形式，
让考试更“活”。内容紧跟当前
的重要会议精神和有关制度规
定，具有很强的通识性。

从严从实，考试监督划“硬
杠杠”。为杜绝考试计划如火
如荼，但实际考试恍恍惚惚、走
形式等问题，出题人在考试前两
天确定考题，确保试卷的保密
性；试题围绕每季度考试重点，
题型各有不同；严肃考场纪律，
由专门的考场纪律监督小组进
行监督，确保测试不走形式，真

正测出纪检监察干部的真实水
平。

真学真考，考试成绩划“硬
杠杠”。每季度“动真格”的闭卷
考试，一方面检验纪检监察干部
近期学习情况和真实水平，另一
方面检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日
常学习培训的效果。为避免“考
试结束，万事大吉”心理，每次考
试结束后，均成立专门的评卷小
组认真阅卷、通报成绩，对考试
成绩前三名的同志通报表扬，并
根据参考人数和题目难易程度
划出“及格线”，同时组织不及格
的同志补考。

据了解，监察体制改革以
来，思茅区纪委监委坚持“每季
一考”制度，已开展应知应会考
试 13场次、792人次参加 。

思茅区：季考“硬杠杠”
促纪检监察干部练就真本领

提升干部素养
打造纪检监察“铁军”

本报讯（通讯员 李俊秀
普琼华） 近日，在江城哈尼族
彝族自治县纪检监察干部全员
培训会上，案件监督管理室结合
工作实际，从案件监督管理工作
的职责、案件监督管理工作需要
注意事项两个方面为全体纪检
监察干部进行讲解。

今年以来，江城县纪委监委
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
业化建设，深化纪检监察干部全
员培训和日常管理，推动全县纪
检监察干部学习专业知识、提升
专业能力、养成专业作风，为纪

检监察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
障。截至目前，已开展全员培训
10期，受训 439人次。常态化组
织新进干部开展以老带新、以干
带训、跟案实训，提升干部谈话、
取证、调查的能力；分批安排年
轻干部到办案一线磨炼，重要岗
位上锻炼，增强实战本领和履职
能力，已选派 5名纪检监察干部
到市纪委监委跟班学习，3名乡
（镇）纪委干部到县纪委监委跟
班学习，3名业务骨干参加云南
省纪检监察机关问责专题业务
培训班学习。

江城县：“量身定制”课程为纪检监察干部充电

本报讯（普洱市财政局）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
年，普洱市各级财政部门紧紧
围绕年度收支计划，提前部署、
精心谋划，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六
稳”“六保”，全面落实提质增效
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顺利
实现一季度财政收支“开门
红”，为全年开局奠定了良好基
础。

一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14.14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 26.8%，比上年同期增收
2.44 亿元，增长 20.8%，全省排
名第 3位，收入增幅创下新高；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4.95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25.5%，
比上年同比增支 12.27亿元，增
长 16.9%，全省排名第 4位。

为确保顺利实现一季度
“开门红”，市财政局会同市税
务局、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等部门和各县（区），多
措并举，紧盯收入目标，科学分
解目标任务，认真落实目标责
任，强化措施，积极跟进，做到
依法征收、应收尽收，确保收入
及时入库。进一步完善财政资
金全过程绩效管理制度，不断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
使用效益。同时，牢固树立坚持
过“紧日子”思想，厉行节约，大
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重点、非
刚性支出，统筹安排、合理调度，
优先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
转，确保了重点工作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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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资讯 服务群众 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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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启航新征程 开局“十四五”

本报讯（通讯员 戴铮）
据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消息，4
月 3日至 5日，普洱市共接待旅
游者 31.94万人次，创造旅游收
入 1.96亿元，相比 2019年增长
近6%。普洱市旅游景区热度呈
现稳健恢复态势，部分景区游
客接待量“节节高升”，各县（区）
散客自由行游客量成倍增加。

清明小长假期间，普洱市
本地推出的旅游产品供不应
求。普洱茶马古道旅游景区开
展游茶王山谷民俗街，拍古装
写真项目；国家森林公园推出
农场野餐、踏青放松、动物互动
等活动；银生茶庄园、中华普洱
茶博览苑、天士力帝泊洱生物
茶谷等“茶”主题景区、企业趁
着“好春光”，推出丰富多彩的
茶旅产品。其余景区均正常开
放，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清明踏
青和休闲旅游的去处。

同时，“明前”普洱茶采摘
加工催生出的茶园旅游、乡村
民俗游等新兴产品、新业态，进
一步拉动了云端、线上产品营
销活动，形成了以茶兴旅、以旅
促茶的全域旅游产业链，积极
促进当地“茶旅融合”的健康发
展态势。

据了解，受整体疫情形势
趋好，低风险地区凭绿码自由
通行等利好消息影响，民众前
期因疫情防控“就地过年”积蓄
的出行需求逐步释放，以祭祖、

踏青、寻春为主的出行意愿增
强，休闲养生游、亲子游等旅游
产品备受游客喜爱。同时，夜
间游览呈现“井喷”式恢复增长
态势，夜间经济对文旅消费的
拉动作用正逐步增强，大幅带
动了当地文化消费增长，使本
地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清明假日期间，普洱市坚
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结合
地方实际，认真研判形势，科学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级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深入各景
区景点、文化娱乐场所等文旅
行业一线，对文旅行业经营业
主开展疫情防控常态化巡查，

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督促景区景点、公共服务场馆
（所）等持续落实戴口罩、量体
温、出示健康码、扫描行程码、
设置一米线等措施，确保将防
疫措施落实到位；市、县（区）文
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明确值班带
班领导及值班人员，严格执行
领导带班、重要岗位专人值班、
关键岗位 24小时值班、事故信
息报告等制度，及时有效应对
和处置清明假日期间发生的各
类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电
话，保证清明期间文化和旅游
市场稳定、安全、有序。

普洱清明假日旅游市场稳定复苏

3天创收近2亿元

△清明研学游。 （中华普洱茶博览园供图）

春天里，群山连绵，粉红的山
樱花点缀在绿色林海中。在半山
腰，一排楼房矗立，国旗迎风飘扬，
琅琅读书声在山间回荡。

这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
县——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木戛乡哈卜吗村小学。多年前，这
里的一些孩子因为家庭贫困上学
困难，有时候还得和家里的兄弟姐
妹换着上学。

今天，偏远的大山里却是另一
番模样。拉祜山乡教育事业巨变，
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的缩影。

1818年后的重逢年后的重逢

18年后的春天，在木戛乡哈卜
吗村小学，语文老师周静红和她的
两名学生重逢。

一张老照片，让师生三人瞬间
穿越到 18年前。

澜沧县总人口 50.99 万人，其
中拉祜族人口约 22 万人，占全国
拉祜族人口的一半。拉祜族是从
原始社会等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曾长期
被贫困问题困扰，教育发展不均
衡。

2003年，新华社记者在澜沧县
富邦乡半山村小学、木戛乡哈卜吗
村小学等学校，目睹了贫困造成的
痛心场景。

那年 6 月的一天，周静红正在
给五年级学生上课，刚好被记者的
镜头捕捉到。跟她“同框”的其中
两个孩子坐前后桌，男孩叫张扎
妥，女孩叫张娜而，都是附近村寨
的拉祜族学生。

当时，学校教室用木桩做墙、
糊上泥巴挡风，一到下雨天，教室
里全是泥巴。周静红回忆，每到开
学前几天，老师们还要当木匠，修
补课桌椅。

记者走访时，很多学生没有鞋
穿，连睡觉都是几个人合盖一床有
窟窿的被褥。

当时，12 岁的张扎妥读五年
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因条件
有限，每天吃的基本是辣椒面拌米

饭。
如今的学校，教室宽敞明亮，

上课用电子白板等多媒体教学设
备，图书室有 3500册各类图书，食
堂里的饭菜营养可口，宿舍里当年
的木板床换成了高低床。

这些变化，让重逢的师生赞叹
不已。张娜而小学毕业后外出务
工，女儿罗娜努也在这所村小就
读。在久别的老师面前，她羞涩地
笑了。

“根本没法比，比我们那个时

候条件好太多了。”张娜而说。

再当一回我的学生再当一回我的学生

多年以后，看着课桌前端坐的
孩子们，富邦乡中心完小教师罗亚
忠想起曾经工作过的半山村小学，
心头涌起关于时光机的愿望。

当时，32岁的罗亚忠担任半山
村小学校长，学校条件非常艰苦，
村民用竹片搭建简易房屋给学生
住，墙上贴着塑料布挡风。

更无奈的是，许多贫困家庭只
能让几个孩子轮流上学。为减少
辍学现象，罗亚忠和同事经常要为
学生垫交书费。

这些年，随着国家大力投入和
经济社会发展，澜沧县不断加大教
育投入力度，补齐边疆民族地区教
育设施短板。

随着教育基础设施升级，2020年
9月，半山村小学撤并到富邦乡中心
完小，原校舍改造成村里的幼儿园。

如今，富邦乡中心完小图书
室、实验室等一应俱全，孩子们有
了专门的电脑室和舞蹈室，每天都
有肉吃，教室里还有饮水机。下课
铃一响，孩子们在悬浮式地板铺成
的防滑球场上打篮球、跳绳，有的
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芦笙舞。

2019 年，半山村脱贫出列，摘
掉“穷帽”的 3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包括当年记者采访过的六年级
学生李娜儿。今年，她的两个孩子
分别在富邦乡中心完小读五年级
和一年级。

在李娜儿家门口，记者向她的
母亲罗娜朵展示了 18年前的视频
资料。罗娜朵一下就认出了视频
里的自己和光着脚的女儿。“我小
学一年级只读了 3个月。女儿也因
为家里穷，读完小学就没钱上了。
现在生活好了，我一定要让两个孙
儿上大学。”她说。

看着当年的学生，再看看现在
的校园，罗亚忠的眼眶红了：“真希
望能有一台时光机，让当年的学生
来到现在的教室，让他们再当一回
我的学生，好好把书读完。”

（下转第2版）

● 白鹤滩水电站开始蓄水 首批机组2021
年7月将投产发电

● 云南对不合理低价游说“不”已下架
1100多个相关产品

●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清明假期消费保持
较快增长

山樱花绽放的春天
——云南拉祜山乡教育巨变记

▱新华社记者 李银 吉哲鹏 严勇

△2021年3月3日，张娜而的女儿罗娜努（中）在哈卜吗村小学二
年级的课堂上。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2003年6月13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戛乡哈卜吗村小
学的学生张娜而（左一）在教室里上课。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国营） 4
月 7日下午，市委书记、市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卫星
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听取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
展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
《市委常委班子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实施方案（送审稿）》、《中共普
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工作规则（送审稿）》、《中共普洱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细则（送审稿）》、《中共
普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制度（送审稿）》。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鸿彬，市委常委、市委
组织部部长、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副组长肖峰出席。

会议指出，在庆祝我们党百
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是汲取历史经验、激
励奋进力量的深远之谋，是锤炼
政治意识、磨炼政治能力的关键
之策，是加强党性修养、锻造优
良作风的战略之举。全市各级
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抓好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知责履责、担
责尽责，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各
项工作统筹好、组织好、实施
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
作则、以上率下，把握学习重点、

进度安排和方式方法，带头学
习、带头实践，引领带动全市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会议强调，要加强统筹协
调，形成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
育的整体谋划和推进落实。要
始终把牢主线，精心组织实施，
广泛深入开展专题宣讲，选好
人、备好课、把好关，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要在高质量做好“规定
动作”的同时，结合普洱实际探
索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
习教育，确保“规定动作”不漏
项、不走样、做到位，“自选动作”
有特色、有创新、做出彩。

会议要求，要注重学用结
合，做好学习成果转化这篇文
章，拿出务实管用的工作举措，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切实解决就业、教育、医
疗、养老、住房、环保等民生问题
和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
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落实省
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紧
密结合起来，与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普洱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成员及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参
加。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