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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企业签约入驻
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技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肖永琴）根据中央
和省委的工作部署及昆明市委、滇
中新区党工委的有关通知要求，4
月16日，党史学习教育昆明市委宣
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滇中新区举行。
昆明市委党校社会学与文化教研
部教师，云南省“云岭青年宣讲
团”、昆明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成员董文倩作宣讲报告。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党工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副组长李树勇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董文倩以《从百年
党史中感悟精神力量》为主题，从

“为什么要学习党的历史、党史学
习学什么、怎么学习党的历史”3个

方面，紧紧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刻阐述了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系统
回顾了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
就，全面介绍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点。同时，把党史重大事件、重
要会议、重要人物讲清楚讲透彻，
给新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鲜活生
动的党课，为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李树勇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
深刻理解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精
心组织实施，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走深走实；新区各
党（工）委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
位，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要在
新区广泛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
史”宣传教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

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
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
和工作“两张皮”。

滇中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夏生安，新区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班子成员
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新区各直属
管理机构和各直管国有企业班子
成员参加报告会。

4月 19日，董文倩到空港经济
区小哨社区作走基层宣讲报告，并
与社区干部群众就党史学习进行
座谈交流。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4月 16
日，云南滇中新区党工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听
取新区各党（工）委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情况汇报，查找存在问题，研
究下步措施，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推动新区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
组织领导，滇中新区成立党工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由省委常
委、昆明市委书记、滇中新区党工

委书记程连元任组长，滇中新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树勇任
副组长，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
人任组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新
区党群工作部。

根据新区党史学习教育总体
安排，受程连元委托，会上李树勇
要求，新区各党（工）委要加强组织
领导，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党史学
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新区党
工委党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加强统筹指导，严格检查督导，确

保学习教育对标对表、扎实推进、
取得实效。

李树勇强调，在下一步的党史
学习教育中，新区各级党组织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理
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把思
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中央、省委、
市委和新区党工委决策部署上来，
确保学习教育在新区落地见效。

李树勇指出，昆明市暨滇中新
区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从目标

任务、方法步骤、进度和学习安排
等方面对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全面
安排部署，新区已下发党史学习教
育《实施方案》，新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要深刻学习领会，不折不
扣抓好贯彻落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新区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同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同动员广大群众创造
美好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以昂扬姿
态奋力开启加快推进新区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云南滇中新区党工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要求

推动新区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 周凡
摄影报道）为进一步开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4月 14日至 15日，云南滇
中新区机关党委组织新区机关全
体党员到云南人民斗争革命史展
览馆开展“学党史 知党情 践初
心 新实践”主题参观学习活动，激
励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
传统，引导新区机关广大党员干部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

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在云南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默
哀，依次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人
民英雄纪念碑缅怀先烈，重温入党
誓词。随后参观了《云南人民革命
斗争史》展厅，学习回顾鸦片战争
以来，在云南红土地上，由革命先
烈、先贤和人民群众共同谱写的革
命历程和光辉史诗。

就扎实开展好新区机关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新区综合管理
部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李绍鹏

表示，要坚持学史明理，着力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学史增
信，不断坚定信仰信念、增强“四
个自信”；坚持学史崇德，自觉弘
扬伟大革命精神、培植共产党人
精神家园；坚持学史力行，努力
在攻坚克难、为民造福中开创新
局；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进一步
感悟思想伟力，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为开启新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 100周年。

新区党员干部纷纷表示，通过
参观学习，更加深刻体会到党的故
事、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蕴含丰富
的思想资源、实践智慧，为新时代
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提供了丰厚营
养。我们要从中汲取信仰信念信心
的力量，汲取创新的智慧，弘扬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走出新
路、干成事业、成就梦想。

云南滇中新区开展“学党史 知党情 践初心 新实践”主题参观学习活动

激励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本报讯（记者 熊瑛）近日，
2021年中关村电子城（昆明）科
技产业园（以下简称“中关村电
子城”）科技服务助推企业发展
论坛暨 2021年第一季度入园企
业签约仪式举行，14家企业签
约入驻中关村电子城。

入驻企业包括北京合众思
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中
宝龙天然香料有限公司、昆明
鑫博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三樱
包装（江苏）有限公司昆明分公
司等，涵盖电子信息、生物科
技、现代商贸等领域，符合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趋势。

记者了解到，云南滇中新
区现行招商引资政策亮点主要
体现在固投捆绑、财政奖励、按
层递增等。对符合入驻条件的
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将从用
地、财税、出口创汇、标准厂房
租金、人才引进、审批服务等方
面给予企业大力支持，包括差
异化项目供地政策、固定资产
投资奖励、财政扶持政策、企业
高层次人才奖励、标准化厂房
优惠政策等。

此外，为服务好园区入驻
企业，空港投资集团已出台《园
区服务管理制度》，加速建设滇

中新区科创服务中心。
“该中心设检测中心、试验中

心、孵化中心、星火链网研发平台
等，致力于打造‘芯—端—云’物
联网产业链，支持信息通信、物
联传感、北斗导航设备和机电
产品、电子元器件等产品的装
配制造、检测。以云南星火链网
公共服务平台研发中心和工业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为依托，
为区域内企业、开发者提供区
块、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服务。”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已
于 2020年 11月开工建设，计划
于 2022年 12月完工。

中关村电子城是滇中新区
临空产业园重要的配套项目。
目前，临空产业园已基本完成
项目供地，落地近 500家企业，
高端装备制造类项目有中铁电
建盾构机、玉霖飞机等；生物医
药类项目有中国中药、国药中生
云南生物制品产业化基地、大益
生物科技等；新技术研发类项目
有京东方OLED微显示器、震安
科技、先导新材料科技等；电子
通讯类项目有中关村·电子城、
氮化镓微波功率器件、中玮科技
等；物流基地类项目有顺丰、申
通、苏宁、京东物流等。

本报讯（记者 肖永琴）为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工作，4
月 16日，云南滇中新区经济发
展部党支部、云南滇中城市建设
投资第三党支部和云南天江一
方药业党支部联合开展“学党
史 祭英烈 践初心 新实践”主
题党日活动，旨在落实“5+X”学
习安排，探索“党建+业务”的新
模式新机制，实现党建与业务的
深度融合。

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重温
入党誓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党章》以及《习近平在福建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永远的丰
碑 红色的记忆之党的六届七中
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观看了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昆明宣讲报告会视
频和红色教育片《觉醒年代》中
辜鸿铭演讲《中国人的精神》片
段，通过默哀、云端扫墓和线上
鞠躬、献花缅怀革命先烈。

此外，新区经济发展部部
长、党支部书记严敏传达了新区
党工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精神，各位党员交流
了党史学习心得体会。云南天江
一方药业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郭
云江结合中药饮片分析溯源体
系建设及“资源、成本、潜力”三
要素对企业的重要性，对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前景和趋势进行了
详细解读，并对今后新区生物医
药产业招商引资工作提出了建
议。活动中，3个支部就新区产
业政策、招商引资等进行了深入
交流探讨。

此次政企联建主题党日活
动，有效促进学党史与强业务有
机结合，使党建工作和企业管理
同频共振、互融互促，实现“政
企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谋”，
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强化担当
意识、提升服务效能，使政治素
质与业务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新区3个党支部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云南滇中新区是具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重要片区，中国共产党
人走过 100 年的辉煌历程，每一
步亦在这里留下深深印迹：历史
的前台，上演波澜壮阔的大剧；历
史的幕后，铺陈可歌可泣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走得再
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今日
起，本报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总栏目下开设“走过来
时的路”子栏目，派出记者实地
探访新区红色遗迹，深入采访再
现红色故事，全面展示中国共产
党建立的丰功伟绩，从中更好地
汲取精神力量，激励新区广大干
部群众牢记初心使命，努力奋斗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走过来时的路走过来时的路

开栏的话

在嵩明县城西北方向灵云
山东麓灵云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八座墓碑向阳矗立，安葬着1950
年奉命到嵩明剿匪而光荣牺牲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 15团 8
名烈士遗骸。青山埋忠骨，史册
载功勋，丰碑长在，英魂永存。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
嵩明县境内一伙敌匪，同云南境
内国民党残余势力、恶霸、地主、
反动会道门及社会游离阶层，互
相勾结，组成股匪，扰乱社会秩
序，抢劫商旅，残害干部群众，偷
袭当地政府，妄图推翻新生的人
民政权。为彻底剿灭敌匪，消除

匪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15
团某部奉命前来嵩明县执行剿
匪任务。激战中，王志林、杨德山
等 8名战士壮烈牺牲，敌匪仓皇
逃遁。其后，在当地政府和群众
的密切配合下，剿匪部队翻山越
岭，迂回作战，经小新街荒田、梁
王山白龙箐、杨林五龙山等地数
次追剿，历时半年，全歼顽匪。

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现在的和平与美好。站在烈士陵
园中部的立塔前，嵩阳一小校长
廖福平想起前不久学校组织的
清明祭英烈活动。

下转3版

烈士英魂励后人 百年老校续传统

4月 15日，由昆明空港投资开
发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八局昆明公
司负责施工的空港时代中心项目
1-1负1层正在浇筑。

时值下午 5点 10分，户外阳光
炙热，工人们从早上 8点开始浇筑
混凝土柱子，到第二天一早才能将
整个平面整体浇筑完毕，几组工人
轮流操作，现场发出巨大的机器轰
鸣声。

图为建筑女工黄先米（右一）
和工友正在浇筑立柱。
本报记者马逢萃周凡摄影报道

奋战在新区
建设一线的
建筑工人

云南滇中新区机关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云南滇中新区机关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