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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云南景和置业有限公司对悦景庄·桃源里项目原规划方案作如下调整：

1.将悦景庄·桃源里风荷项目1幢取消原规划方案里原有的退台斜批檐。

变更公告

2.将原位于悦景庄·桃源里风荷项目2幢的消防控制
室调整到3幢架空层。

3.将悦景庄·桃源里桂雨项目1幢、2幢、3幢、5幢、6幢标高
做略微调整。

特此公告。
云南景和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西双版纳雨林精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法定代表人李华个人私章一枚，登报作废。

●吕光明遗失西双版纳中恒泰投资有限
公司收据 3 份，收据编号：JFFHG0016389、
JFFHG0016387、JFFHG0016390，登报作废。

●薛艳艳遗失西双版纳和泰置业有限公司
收款收据1份，收据编号：ZJKQT0000077，登报
作废。

●景洪市勐罕镇人民政府遗失云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份，票据号码：
01468737，登报作废。

●景洪仕运花店遗失在中国银行版纳大厦
支 行 开 立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490001724801，账号：137251503776，登报
作废。

《勐腊县瑶区盛达橡胶有限公司浓缩胶乳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现已完成“征求意
见稿”编制工作，根据相关规定，现对“征求意见
稿”进行公示，希望公众对建设项目提出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

下 载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0lJLfhA7rPSVod74BnN_jw。提取码：ZZ12。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

工作日止。
提交公众意见的途径：以电话、信件、邮件等

方式向勐腊县瑶区盛达橡胶有限公司提出意见
和 建 议 。 联 系 电 话 ：13578102591，邮 箱 ：
601222915@qq.com。

勐腊县瑶区盛达橡胶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勐 腊 县 瑶 区 盛 达 橡 胶 有 限 公 司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公 示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西双版纳桂基华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自 2023年 3月 15日
起，公司为启动预重整程序，停止经营活
动，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
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结
束后，清算人将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
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
整程序。

申报地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
亮路 6 号

申报时间：2023年3月17日-5月2日
9：00-12：00 、14：00-18：00（周末及法

定节假日顺延）
联系人（清算组负责人）：李庆华
联系电话：13700657023、13888446517
西双版纳桂基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算人
2023年3月17日

西双版纳桂基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由瑞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景
洪市勐龙曼栋通道国门联检楼建设项目
于2022年1月21日完工，若存在对相关
农民工工资结算有异议者，自公告登报
之日起15日内与瑞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联系。

联系人：黄淋
联系电话：13578162430

瑞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7日

农 民 工 工 资
结 清 公 告

□ 陈豫懿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
的时代内涵，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这为我们在
新时代更好弘扬雷锋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代楷模，树立新精神永恒丰碑

身行弘扬雷锋精神。身逢伟大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弘扬雷锋精神，勇担青
春使命，接过“接力棒”，跑出“加速度”，为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
双版纳新篇章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生动讲好雷锋故事。我们要引领全州广大青少年广泛学雷锋事
迹、述雷锋故事、谈心中感受、夸身边榜样、定爱心计划、写雷锋日记，
以“青言青语”“童言童语”生动讲述雷锋故事、刻画雷锋形象、诠释雷
锋精神。

深刻感悟榜样力量。我们要引领全州广大青少年一步一个脚印
走、一任接着一任干，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我州大型赛会
现场、在乡村振兴一线、在应急救援抢险中、在重点建设主战场，挺膺
担当、真情奉献，锤炼更高的志气、更硬的骨气、更强的底气，用实际行
动诠释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与时俱进，永葆新精神历久弥新

践行雷锋精神，让志愿服务“活”起来。我们要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到志愿服务系
列主题活动中，推动形成“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文明处处可为”的
生动局面，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西双版纳发展，奏响新时代西双版纳
青春最强音。

践行雷锋精神，让志愿服务“潮”起来。我们要与雷锋精神同行，
引领全州广大志愿者身体力行、示范引领，以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乡
村振兴、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宣传等经济社会发
展志愿服务活动中去，为我州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
劲、持久的青春动力。

践行雷锋精神，让志愿服务“亮”起来。我们要围绕西双版纳州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和傣历1385新年节，组织青年志愿者高水平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全方位、多层次、广视角向全世界游客宣传西双版纳。发扬开
放包容、敢闯敢试、先试先行的探索精神，借鉴先进经验，探索特色模式，
以特色旅游志愿服务打造西双版纳特色的人民城市。

薪火相传，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

让我们奋力争当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我们要激发全州广大
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和奋斗精神，把满腔报国之志转化为立足岗位的工
作业绩，把积极奉献精神转化为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在我州经济建
设主战场、文化发展大舞台、社会建设新领域、科技创新最前沿、重点
项目第一线、基层实践大熔炉贡献聪明才智、书写青春篇章。

让我们全力争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我们要以志愿服
务积极投身西双版纳各项事业建设发展伟大实践，到重大斗争中去历
练，到急难险重一线去锻炼。要不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
务更好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更好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雷锋
精神遍地开花。

让我们做勇于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我们要围绕
省委确立的“3815”战略发展目标，牢固树立“生态立州、产业富州、开
放活州、人才兴州、文化润州、创新强州、和谐安州”理念，以巩固景洪
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为契机，推动雷锋精神成为社会主流，立足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争做追“锋”青年

□ 徐昕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围
绕党中央、省委新部署新要求和西
双版纳州发展目标，结合“生物多样
性保护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
区”建设和“八破八立”解放思想大
讨论，立足谋事、想事、干事、成事之
责，西双版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
做到两个坚持。

坚持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全力
推动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我们要从四个方面去深入学
习领会，一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工业、
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二
是必须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强
污染物协同控制，坚持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提升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

治，严密防控环境风险。三是必须推
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是必须建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支持绿
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
和标准体系，明确资金保障政策，健
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建
设美丽中国。

坚持以“无废城市”建设为主治方
向，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10年来，一系列
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亟待解决，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
染等问题突出。从历年中央、省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和巡视巡察反馈问题
看，西双版纳环境形势也面临各方面
的挑战。比如思想认识上，领导干部
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的积极性还不
够高，环境忧患意识还不够强；工作水
平上，统一监督管理能力仍有不足，常
态化长效机制还不完善；环境质量上，
空气质量还不能“安心”，水环境质量

不能“躺平”，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雾里看花不能“踏实”；治理能力上，支
持开展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的监测能力、执法装备、科研水平与实
际需求相差甚远。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污染物
在治理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
不停地从一类污染物转换为另一类污
染物。比如，固废处置产生废水和废
气，废水治理产生固废和废气，废气治
理产生废水和固废。通过分析进一步
发现，污染物产生的源头大部分指向
固体废物，而固体废物的产生源于人
类的生产生活。所谓“上医治未病，中
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治病如此，治
理环境亦如此。去年和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两次提到的“无废城市”建设就是
治理环境的药方子，是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
的新型城市建设模式，是以规范人的
行为开始来减少环境压力和环境污染
的有效手段。

西双版纳成为国家第二批试点城
市，我们要抓住机遇，按既定的路线全

力推进。聚焦国家3060双碳目标，围
绕“生态立州”方针，优化产业结构，淘
汰低端低效落后产能，推动构建以特
色生物产业和绿色制造产业、绿色清
洁能源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实现绿色循环经济模式，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聚焦云南“3815”战略发展
目标，围绕重点产业链，打造一批“无
废景区”“无废饭店”，探索绿色旅游新
模式。

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双版纳发展仍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生态环境
保护主力军，更应当抓住“无废城市”
建设重大机遇，以污染物源头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为目标和举措，统
筹推进旅游“无废”建设，农业“无废”
发展，工业“无废”升级，生活“无废”
管理。通过三年建设，为西双版纳

“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高质量发展转
型创新区建设”打下良好的生态环境
基础，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上新
台阶。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助推高质量发展

□ 王元正

为进一步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
命，切实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转变
作风、提高效能、树立形象，西双版纳
州开展“八破八立”解放思想大讨论行
动，这是践行新思想、落实新要求、顺
应新形势、担当新使命的重大决策、有
效举措、具体行动。发出新形势下解
放思想再深化的动员令，为深化改革
开放、实现西双版纳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大思想武器。

■ 认识再强化，在深刻领会中增
强解放思想的紧迫感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
永无止境。坚持解放思想是我国改革
开放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宝贵经
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法宝。当前，干部教育培训面临着一
些问题和短板，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勇于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要将干
部教育培训作为提升干部推进各项重
点工作的“助推器”，全面融入党性教

育和理论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
重要任务、关键岗位上提升善于发现
短板、分析不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练
就破解难题、担当负责、推动发展的本
领，切实把行动统一凝聚到新的思想
坐标上来，以高质量的工作检验拥护

“两个确立”的实际成效。

■ 思路再明确，在改进提升中掀
起解放思想的新高潮

开展此次解放思想大讨论，就是
要对照中央、省委和州委决策部署，把
党校工作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深入
挖掘制约党校工作各方面存在的短板
和具体问题，切实搞清楚问题是什么、
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问题的实招。
问一问自己，从大局看，党校工作在全
省乃至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档次、
与先进党校的差距在哪里、改革创新
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在哪里等问题，聚
焦问题症结，深刻对标反思剖析。瞄
准党校事业发展需求，真正掀起一场
头脑风暴，力求在真查真改真行中开
阔视野，在学深学透学实中创新思路，

做到用工作实效来观照大讨论、用工
作实绩来检验大讨论的成果，努力使
党校成为解放思想的前沿阵地。

■ 责任再强化，在担当作为中检
验解放思想的新成效

作为党校人，要始终做到与时俱
进，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信
念，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养成实事求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固本”
的基本功搞扎实，把理想信念的底子

搞牢靠，稳固解放思想的出发阵地。
要把解放思想贯穿于培训班次和课程
设计，聚焦教学、科研两项主业主责，
让思想解放成为党校课堂最鲜明的特
质，并着力抓好“三个重点”：构建特
色课程体系，做强主业做优主课，实现
教学提质；聚焦实施“3815”战略发展
目标、资源经济、口岸经济、园区经济
三大经济发展等现实课题，实现科研
咨政提效；提高办学规范化水平、办学
组织化程度和行政后勤保障能力，推
进管理规范有序，实现办学水平整体
提升。

理论先行 攻坚突破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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