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城县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通讯员 朱德俊）
为深入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教育引导检察干警进一
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思
想防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一系列警
示教育集中学习。

首先，组织召开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警示教育大会，集中
学习《云南省政法干警违纪违
法典型案件警示忏悔录》中的
李洪武案、文晶案和朱群案，以
全省政法系统反面典型案件为
镜鉴，进一步加强警示教育，切
实发挥反面典型案件的警示教
育作用，增强检察干警廉洁从

检意识。
其次，围绕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相关内容、《全省检
察机关检察人员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中六个典型案例等，警示
全院干警深刻认识“三个规定”
的重要性、严肃性，牢记使命、
守住底线，进一步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强化政治建检和加强
内部监督管理。

最后，围绕《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等党规党纪进行深入细致
学习，并进行党规党纪知识测
试。

本报讯（西盟县人民法院）
4月 6日，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举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暨党
史学习教育读书班第四次集中
学习。

会议集中学习了民法典、中

国共产党历史等相关内容，以及
《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中重申工作纪律
和廉政规定及干警“八小时以外”
行为规范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会议要求，全体法官干警要

将民法典与审判实践紧密结合，
充分运用实际案例，切实贯彻
好、实施好民法典，不断满足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新类型权益保
护的需求。要把学习党史内化
于心，从党史中汲取开拓进取的

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强党性、铸
党魂，切实做到学以致用、知行
合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执
法办案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
强大动力，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本报讯（景谷县人民法院）
近日，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组织干警到县警示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进一步推动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教育引
导广大干警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

在讲解员的带领和解说下，
大家依次参观了“静心沉香、茗
溢芳醇”“高瞻远瞩、激浊扬清”

“浩然正气，光彩人生”“履道坦
荡、正身以绳”“前车之覆、后车
之鉴”五个展厅，重温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观看了一个个腐败
干部的违法乱纪案例，聆听了一
批批感人至深的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事迹。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以史为镜、以案为鉴、

以尺为戒，把好“总开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时刻自警自省，做忠诚
履职、为民服务、担当作为的新
时代政法干部。

筑牢防线 努力打造政法“铁军”

西盟县人民法院 强化学习 全面转化学习成果

景谷县人民法院 引以为戒 推动整顿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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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普洱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讯（通讯员 王正松） 近
年来，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统筹
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
服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全力打造生活富裕的
幸福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宁洱县积
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打破城乡二
元经济，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通
过鼓励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延
长农业产业链，对茶叶、咖啡、石斛
等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把农业附加
值留在农村内部。同时，通过户籍
制度改革等措施，为农民进城务工
创造良好环境。2020年，全县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00
元，年均增长 8%。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宁洱县优
先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实施健康乡
村战略，推动城乡教育和健康事业
一体化发展，全面提高农民文化素
质和身体素质。2020年，全县义务
教育阶段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99.8%，无辍学；实施城乡学校建设
项目 19个，县幼儿园被省教育厅认
定为省“一级一等幼儿园”，民办幼
儿园得到健康发展；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通过国家验收并得到巩固提
升，小学、初中学业水平综合测试连
年名列全市前列，普通高中高考总
上线率连续三年达 100%。同时，全
面落实创业就业扶持政策，抓实贫
困劳动力和重点群体技能培训、转
移就业等工作，多渠道、多领域开发

城镇公益性岗位，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1.03亿元；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贫困人
口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 3.55%；创新乡村人才培育
引进使用机制，强化乡村振兴人才
支撑，加大对人才尤其是返乡人才
的支持力度；积极组织开展水产养
殖、畜牧科技、产改业务、农机安全
和种养技术等各类农业科技培训
28期 2906人次。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着重抓好制度机制、政策措
施、工作队伍的衔接和转型，保持投
入力度不减，实现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逐步向乡村振兴迈进。建立健全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机制，

打牢乡村振兴保障基础；通过抓产
业、稳就业、护生态、促消费等，“两
不愁三保障”成果得到持续巩固；着
力提高群众自我“造血”意识，发展
致富能力进一步增强；依托东西部
扶贫协作平台力促就业和农特产品
销售，加大产业帮扶、人才交流，对
口帮扶协作机制进一步深化；落实
低保、防贫保险、大病医疗救助、困
难学生资助等政策，防止返贫致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进一步健全；
创新开展以“基层党建、产业发展、
乡风文明、宜居乡村”为重点的“四
面流动红旗”创建工作，评选出各类
红旗乡（镇）12个、红旗村 75个，探
索出一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路子。

本报讯（通讯员 任文斌）
近日，普洱市司法局主要负责人
带领部分干部职工，结合司法行
政系统教育整顿工作实际，深入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
马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
列活动。

“高”标准做好对村干部及
党员的法治知识培训工作。在
法治知识培训会上，4 名处级干
部结合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村干部及党员集中宣讲宪法、
刑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并发放普
法宣传材料。

“严”要求做好入户面对面
宣传活动。成立“法治宣传小分
队”，深入各村寨的农户家中进
行面对面宣传，广泛营造普法宣
传的良好氛围，让边境管理、反
偷渡、反走私等法律知识走进千
家万户，实现边境全线动员、全

员覆盖。
做“实”法治进校园活动。

举办“小手拉大手·法治进校园”
讲座，邀请一名律师重点向青少
年讲解爱国、安全、禁毒、边境管
控等相关法律知识。

中午 12时左右，一身“猪倌”
打扮的陶学红往猪圈的食槽里倒
了一些熟饲料，周围的小香猪立
刻围拢过来争抢食物。

“要不了几个月，这几十头香
猪就能出栏了。”看着一天天肥壮
的小香猪，陶学红一脸欣慰。

曾经，“猪倌”陶学红在景谷
傣族彝族自治县永平镇费竜村担
任村委会副主任，2016年换届回
到费竜村芒竜村民小组后，决定
继续发挥余热，带领群众通过发
展产业让“钱袋子”鼓起来。陶学
红和丈夫在朋友的指引下前往临
沧市考察了一家香猪养殖场，并
向当地的养猪专业户、畜牧师请
教，学习养猪技术。“看到别人的
香猪卖得这么好，我也要当好‘猪
倌’。”陶学红信心满满。

回到家后，陶学红拿出积蓄，
平整土地，搭建猪圈，并购买了 6
头小香猪起早摸黑忙碌。每天天
一亮，陶学红就开始清理猪圈，进
行环境消毒，然后给猪喂食，并主
动参加各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培训班进行“充电”学习。在陶学
红的悉心照料下，9个月后，6头
小香猪长得肥肥壮壮，毛色光亮。

“香猪出栏时平均每头 30公
斤，按照每公斤 60元的市场价，
一头香猪可卖到 1800元左右。”
初尝养殖的甜头，陶学红决定扩

大养殖规模，到 2020年末，陶学
红家养殖香猪 500多头，存栏 200
多头。“猪儿都是圈养的，但我们
的香猪却是放养的。”陶学红向记
者道出了养殖“秘诀”：“放养的香
猪肉质较普通猪肉更香更有嚼
头，价格也卖得更高，2020年，家
里仅香猪养殖的收入就达 10多
万元，永平镇周边的农家乐都争
着订购，香猪供不应求。”

看到香猪发展的好前景，陶
学红主动帮助村里更多的村民发
展香猪养殖。“虽然我现在不担任
村干部了，但还是想带着大家干
点事。”在陶学红的带领下，永平
镇周边大约有 80户村民加入了
养殖香猪的队伍，陶学红无偿传
授养殖技术，遇到家里困难的农
户，还免费提供猪种。“一人富不
算富，大家富才算富。只要有人
想学习，我会毫无保留地传授技
术，村里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加入
进来，抱团发展，形成品牌，将会
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效益。”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推进，永平镇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我要抓住这个难得
的机会，继续苦干，把香猪养好，
开个农家乐，用自家养的香猪作
为原生态食材招待客人，前景应
该很可观。“陶学红相信更好的日
子还在后头。

宁洱县全力打造生活富裕的幸福乡村 陶学红：
养殖“小香猪”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马洁 李慕捷 文/图

普洱市司法局 从严从实 确保整顿取得实效

（上接第1版）

村小菜地见证变迁村小菜地见证变迁

哈卜吗村小学有一块绿油油
的菜地，这 5亩菜地在学校教学
楼背后的山坡上。春天里，大青
菜长得正好。这几天，师生们又
翻土栽上一些白菜秧。

从 1959年办校伊始，这块菜
地伴随一代代师生成长，见证了
学校的变迁。

2004年 10月，23岁的杨启秀
中专毕业后来到这所偏远的农村
小学，开始她的教师生涯。读书
期间，为了能吃饱饭，她每天在食
堂勤工俭学，接连干了 3年。

如今，她的学生再也不用为
吃顿饱饭犯难了。这些年，“两免
一补”、营养餐等政策在澜沧县陆
续实施，哈卜吗村小学学生的吃
饭问题得到解决。

在办学条件极大改善的今
天，这块菜地保留至今，被赋予了
另一种含义：培养学生的劳动技
能，传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
神。

每周三下午，学校会给孩子
们安排劳技课和劳动课。劳技课
上，老师会教孩子们如何煮面条，
南瓜花开的时候还教人工授粉。
劳动课上，挖地、搭瓜架、施肥、种
菜等，由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完成。

因为这块菜地，哈卜吗村小
学曾当选云南省中小学勤工俭学
先进集体。平日里，食堂师傅用
这块地里的蔬菜给师生做汤、炒
菜，腌制佐餐的泡萝卜、酸腌菜。
去年肉价上涨，学校还以菜换
肉。“我们把吃不完的蔬菜拿去换
了 500多斤鸡肉，孩子们吃得可
开心了。”杨启秀说。

相比十几年前，最让老师们
高兴的是学生成绩的提升。在哈
卜吗村小学，杨启秀刚开始从教
那几年，学生的语文成绩基本上
只有 20分到 30分，现在有些班级
语文平均成绩能达到 70多分甚
至更高，她所教班级的语文平均
成绩在乡里排名第一。

希望在大山中升腾希望在大山中升腾

面对镜头，澜沧县教育体育

局局长杨彬两次落泪，其心境和
感触却完全不同。

2003年，杨彬 33岁，担任澜
沧县金朗中学校长。一个拿着空
碗躲在角落的孩子，让他面对记
者抽泣：“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跟同
学一起吃饭，看看那个碗就知道
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当时，贫困使澜沧县的基础
教育举步维艰，云南在中小学危
房改造等工程和“两免一补”“特
岗教师”等计划分配上尽力倾
斜。在国家和云南省的支持下，
澜沧县于 2009 年顺利完成“普
九”攻坚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拉祜山乡
教育事业突飞猛进。2014 年以
来，各级党委政府累计投入资金
4.86亿元，帮助澜沧县实施“全面
改薄”、校安工程等项目；2019
年，澜沧县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工作通过国家级验收。

据估算，2020年澜沧县人均
受教育年限约为 7年多，这一数
值在 2003年时只有 3年多。全县
有各级各类学校 254所，在校在
园学生 7.34万人，中小学校舍面
积已达 60万余平方米，全县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
零。

澜沧县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
能力也大幅提升。杨彬介绍，全
县现有教师 4171人，小学教师学
历达标率为 99.74％，初中教师学
历达标率为 99.83％，高中教师学
历达标率为 99.65％。

这些年，大山里还办起了幼
儿园。澜沧县现有 123 所幼儿
园，学前三年儿童入园（班）率为
85.21％。

2003年，在勐朗镇南甸村窝
拖寨，记者拍摄了一张 4个小孩
站在茅草房前的照片，有 2个还
光着屁股。如今，这个村通过发
展产业增收致富，2020年人均纯
收入达 8500元，28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早已脱贫，茅草房变成了具
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楼房，适龄儿
童都送到由南甸村小学改成的幼
儿园。

“以前，面对贫困我感觉很
无助。现在很激动、很欣慰。”看
着当年的采访视频，杨彬再次落
泪。 （新华社昆明4月2日电）

本报讯（澜沧县司法局）
随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
展，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司法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群众放
在心中，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
旨，积极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近日，酒井乡酒房村委会扩
建本村集体基础设施，在扩建期

间，占用了周边酒房村民小组村
民王某家的土地，因王某在外打
工，委托其姐姐和村组干部全权
代理，工程随即启动。后来，王
某务工回来发现占用的土地面
积过大，且已经无法连片开发种
植，故提出该地块土地全部由村
委会征用并获得补偿的要求。

村委会和王某多次协商，在补偿
面积和标准上始终无法达成协
议。

眼看纠纷愈演愈烈，县司法
局酒井司法所联合酒井乡政府
规划办主动调解。一方面由乡
政府规划办负责测量，并打坐标
点明确征用土地的四至界限，让

双方当事人在丈量问题上吃了
定心丸。另一方面，酒井司法所
干部对村民王某晓之以理，希望
他给予支持当地发展。经过大
家的不懈努力，王某同意每亩旱
地补偿 9000 元，并由村委会一
年内偿还，该纠纷得以圆满解
决。

澜沧县司法局 践行宗旨 抓好纠纷调解工作

△图为宁洱县同心镇那柯里村。 （本报记者 王承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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