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刊号统一刊号：：CNCN5353——00130013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6363——1111

第第98949894期期壬辰壬辰年年七七月月十四十四
星期星期四四 网 址网 址 ：：httphttp：：//www.dhtjb.com//www.dhtjb.com

303030服务大局服务大局 传递信息传递信息 贴近百姓贴近百姓
中 共 德 宏 州 委 主 办
德 宏 团 结 报 社 出 版

DEHONG TUANJIE BAO 20120122年年88月月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宏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今
日
四
版

本报讯 （记 者 陈 子 鸥 文/图）
陇川拟建机场了！8月27日，云南机场集
团副总裁刘健率调研组对瑞丽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陇川旅游机场选址进行
调研。

副州长陈德金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
同调研。

调研组现场调研了机场选址情况，详
细了解了地形、气候、交通、水电等，并就
机场规模、投资方案和选址地点和州、县
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探讨。

刘健指出，陇川县是瑞丽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一核两翼”中的“西翼”，区
位优势十分明显。在陇川规划修建旅游
机场，是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
的需要，是瑞丽——陇川、芒市——瑞
丽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需要，是区域
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区域旅游文化发展
的需要。云南机场集团将从人力、物
力、技术等方面，积极支持陇川旅游机场
的建设。他建议，州委、州政府要进一步
加强领导，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州、县要按
照国家、省的有关规定，做好征地拆迁、土
地置换等机场配套工程；机场定位起降新

舟 60 以下机型的支线机场，便于审批和
建设；充分利用试验区建设的大好形势，
创新机场投资方法。

陈德金充分肯定了陇川县各部门为
机场选址所做的工作。他指出，建设陇川
旅游机场有利于促进瑞丽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建设，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
繁荣稳定，有利于促进安全高效、互利互
惠、内外联动开放性经济体系的建设，有
利于促进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各级
各部门要在试验上思考，在开发开放上着
力，充分认识修建陇川旅游机场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找准机场定位，进一步论证选
址方案，切实做好机场建设的各项前期工
作；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创新融资方案，
在向上争取和自行筹措资金的同时，积极
寻求新的投资方式；团结一心，协同配合，
强力推进机场建设。

据了解，规划中的陇川旅游机场主要
服务瑞丽、陇川及周边地区的旅游、公务、
商务等活动，兼顾保障抢险救灾和通用航
空业务发展，执行支线航班。本次调研是
初次选址，最终的选址方案还需相关专家
的多次论证。

本报讯 （记者 肖素梅） 8 月 28 日，
州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
议。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余麻约，副主任汪
宝泉、毛勒端、杨红、王兴才、孙春兰，秘书
长夏阳和委员出席会议。

州政府副州长苏洪涛、秘书长周湛鸿，
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领导，州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麻端，州人大常委
会党组成员杨岩保，州发改委、州财政
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农业局、州
法制办、州工信委等部门负责人，州人大
常委会各工委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两名州
人大代表列席此次会议。会议还邀请两名
公民旁听。

会议听取了州政府关于德宏州 2012
年1-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州政府关于德宏州
2012年1-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了州政府关于德宏州 2011 年

地方财政决算的报告，以及州人大常委会
财经工委的审查报告；审议和批准了德宏
州 2011 年度州本级财政决算；听取和审
议了州政府关于 2011 年度州本级财政预
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德宏咖啡产业发展条例 （草案）》（一
审稿）及说明；听取和审议了《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草
案）》（一审稿） 及说明；听取和审议了
州人大常委会农环工委关于州十三届人大
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研究的代表提出的议
案研究结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
名单。

会议认为，上半年我州经济发展形势
总体较好，一些领域下行趋势得到遏制，
呈现经济增长企稳回升向好，社会事业加
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经济发展面临
的形势依然严峻，财政刚性缺口问题突

出，收支矛盾尖锐，重点项目投资后劲不
足，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工业总
产值等主要指标与预定目标还有差距。建
议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投资建设，确保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围绕推进瑞丽重
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大力实施“大企
业进入”战略，狠抓优化环境；加大对已
建成企业的服务，使其产生经济效益；注
意防范财政风险；完善统计资料，提供准
确的数据；继续做好价格监控，确保价格
总体水平稳定；切实改善民生，在居民收
入增长、教育、社会保障、扶贫攻坚等方
面加大投入，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引
进项目要科学选择，不能引入高耗能、高
污染的项目等。

与会人员认为，德宏州第十三届人大
五次会议期间，瑞丽代表团黄彪等14名代
表提出的“关于对德宏州集中饮用水水源
进行立法保护的议案”很好。水是生命之

源，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州
除陇川、盈江外，其他县市均无备用水源，
而且部分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较差，存
在污染情况，尤其是农村饮用水缺乏安全
保障，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对饮用水
水源进行立法保护十分必要。建议将此项
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尽快启动立法程序；对
全州集中饮用水水源情况进行系统调研；
对存在的典型问题要进行整改，解决水源
林（水库）的污染问题；在立法保护之前，各
级政府要提前做好水源规划，及时划定水
源林区，设定保护范围，把水源林的村民迁
出等。

与会人员还对《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德宏咖啡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一审稿）、《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草案）》（一审稿）
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 （记者 朱边勇 文/图） 8
月26日晚的芒市影剧院座无虚席，由州
文化局主办，州文化馆承办的我州首届

“文化惠民示范村”群众文艺展演活动在
这里举行。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红，州级老
领导刀安钜、杨文忠、雷冯庆、赵家
培、方绍南、李向前、方吉龙、方文琴
到场观看演出。

演出在瑞丽市勐卯镇喊沙文化惠民
示范村群众表演的舞蹈 《孔雀荟萃》 中
拉开帷幕，随后，来自全州各县市8个文
化惠民示范村的群众“演员”分别表演
了 《葫芦丝》、《丰收》、《秀比朗》、《月
光》 等 12 个基层群众自己编排的歌舞、
器乐等具备很高职业水准的多彩文艺节
目，来自瑞丽市和盈江县的代表队也为
观众送上了精彩的小合唱和独唱，“演
员”们精彩的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一阵
比一阵热烈的掌声。展演中，还进行了
首届“中国茶歌”大赛德宏赛区选拔赛
的颁奖。

州文化体育新闻出版 （版权） 局局
长方桄明在演出前致辞。他说，我们所
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
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

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
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农民需要艺术，艺术更
需要农民，创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
派的艺术精品，是文艺工作者肩负的神
圣使命。他表示，举办这次文艺展演的
目的，就是为了深入落实党的十七大关
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
神，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
力，不断创造、创新、繁荣、丰富和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推动民族文化强州建设，
我们要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民族文化，
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地奉献给
农民，奉献给全州各族人民，为建设

“民族文化强州”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近几年来，在州委、州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州的公共文化惠民
服务体系建设得到了极大提升，全州上
下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
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加强了基础设
施和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取得了明
显成效，全州呈现出了公共文化惠民服
务体系建设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快速
发展的良好势头。目前，在全省已建成
的 124 个文化惠民示范村中我州就有 8
个。

本报讯 州委组织部8月23日召开全州严肃换届
纪律工作会，提早安排，提前部署，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会议就确保我州明年县乡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
届风清气正提出了各阶段的十六项工作措施。

会议要求，在换届部署阶段，各县市要做好6项工
作：一是组建好换届选举领导小组、换届工作指导组和
换届督查组；二是实行谈话制，进行专题谈话。由组织
部长与本级管理的每一名主要领导和后备干部进行一
次严肃换届纪律专题谈话；三是函送中组部《关于严肃
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的有关文件，让每
一位本级领导干部学习，并在民主推荐会上印送中组部
文件，并填写回执；四是积极营造严肃纪律的换届氛围，
将“5个严禁、17个不准、5个一律”和省委“十严禁”、“五
不准”纪律规定做到“五上”，即：上电视、上短信、上党建
网、上报纸、上橱窗；五是组织乡镇人大、政府领导班子
开展换届纪律专题学习；六是组织观看中组部干监局制
发的《战斗正未有穷期》专题片。

在换届考察阶段要做好4项工作：一是在民主推荐
阶段发放严肃换届纪律情况的问卷调查表；二是进行二
次会议推荐时，对推荐人选遵纪情况进行民主测评；三
是在考察公示时，将考察对象是否有违反换届纪律情况
列为一项举报内容；四是考察、公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候选人时，将对象是否有拉票行为列为公示了解内容。

换届选举阶段要做好 6 项工作：一是函送中组部
《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给代表、
委员；二是在召开人代会、政协会时，印送中组部干监局
汇编的《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案例选编（三）》，在代表、委
员当中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召开人代会、政协会时向代
表、委员发放《换届风气测评表》进行测评；四是人代会、
政协会结束时，进行换届工作满意度测评；五是换届结
束，由州委组织部对县市、乡镇逐级开展换届风气考核；
六是组织严肃换届纪律实物图片网上展览。

会议就换届干部考察业务做了培训辅导。
全州各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干部股长、干监股长

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州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供稿）

本报讯（记者 寸超 文/图）为深
入查找当前全州禁毒防艾工作存在的
薄弱环节和问题，不断健全完善禁毒
防艾长效机制，强势推进第三轮禁毒
防艾人民战争，全力减轻毒品和艾滋
病危害，8月20日至24日，由州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毛勒端为组长的州委禁防
工作调研组对全州禁防工作进行实地
调研。调研组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加强领导，突出基础，强化措施，全
力抓好禁毒防艾工作，为打赢第三轮
禁防人民战争而不懈努力。

在为期5天的时间中，毛勒端带
领调研组一行马不停蹄地深入梁河芒
东镇翁冷村等全州7个乡镇、8个村委
会、9个村民小组，芒市民族中学，省第
六劳教（强制）所陇川分所，实地对禁
毒防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每到
一处，调研组都与当地党委、政府举行
座谈，详细听取各县市就禁防工作总
体情况所做的专题汇报，并与各县市
党委、政府、禁防工作一线人员就切实
推进禁毒防艾工作深入开展讨论。与
此同时，调研组还采取单独谈话和填
写测评表的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各职能部门领导、乡镇主要负责人
等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

毛勒端指出，全州各级各部门要
充分认识到深入开展新一轮禁毒防艾
人民战争，是州委、州政府针对德宏禁
毒防艾工作面临的形势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是得民心、顺民意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作，是维护德宏祥和安宁、
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州经
济社会发展、维护发展成果的客观需
要。当前，我们面临的禁毒防艾形势
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全州上下要进一
步树立打攻坚战、持久战的思想，始终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从全
州工作大局出发，从当前面临的新形
势、新特点、新问题出发，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落实好州委、州政府的
部署安排，确保新一轮禁毒防艾人民
战争顺利推进。

调研中，毛勒端对各县市结合自
身实情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着力
抓好禁毒防艾各项工作给予积极肯
定，对各地不断摸索出的禁毒防艾做
法及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赞扬。他指
出，当前，各县市和乡镇党委、政府一
定要把禁防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来认识，切实把抓紧禁毒防艾和民族
团结、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挂职锻
炼、社会稳定等工作任务紧密结合起
来，通盘考虑，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动
员社会力量，整合各方资源，以更加扎
实的作风、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果断
的行动、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深入细
致的工作，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切实把
工作抓紧抓实。

毛勒端要求，切实提高对禁毒防艾
工作的认识，树立艰苦奋斗、常抓不懈
的思想，凝心聚力，全面抓好禁毒防艾
工作；坚定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必胜的信
念，牢固树立“在德宏工作，不重视禁毒
防艾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会抓禁
毒防艾的干部是不合格的干部”的思
想，始终以“毒品不禁，我心不甘；艾滋
不灭，我夜不眠”的强烈责任感、使命
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来应对禁防工作；
要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实际的工作态度
和作风，客观正确地评估历年来的禁防
工作和当前工作现状，科学分析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
措施，认真落实完成州、县党委和政府
部署的禁防工作任务；拓宽思路，立足
长远，对禁防工作面临的挑战要时刻保
持警惕，以超前性的眼光来谋划和布局
禁防工作全局；建立健全禁防工作体
系，不断完善艾滋病疫情监测、预防干
预和治疗救助三大体系以及州县乡村
四级防治网络。

本报讯 8月16日至19日，香港美
食博览会暨国际茶展举办，德宏州政
府组团参加了省政府在香港举办的

“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推介会”。
在云南与香港两地的经贸文化合作

交流不断深化中，农业合作已经成为滇
港合作的最大亮点。为着力打造高原特
色农业品牌，进一步拓展云南省农产品
市场，省政府在香港举办了这次农产品
推介会。州政府组织了德宏后谷咖啡有

限公司、云南红瑞柠檬开发有限公司、德
宏遮放贡米集团有限公司、德宏呈荣石
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芒市德凤茶业有
限公司、芒市五梁茶业有限公司等7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展。

推介展期间，专业人士、外商、本
地客商纷纷前来洽谈、咨询业务，香港
居民及游客前来参观、了解、询问德宏
特色农产品情况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他们对德宏生态、优质、营养、安全的

农产品兴趣浓厚，展会对外开放期间
德宏推介产品被抢购一空。整个推介
展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7600份，企业
签订意向协议8份。

在三天的会展中，德宏团充分宣
传展示了德宏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成
果，让德宏名优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在
香港有了一定知晓度，拓展了德宏高
原特色农产品市场。
（州农业局市场与经济信息科 供稿）

德宏高原特色农产品
亮 相 香 港 推 介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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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陇 川 拟 建 机 场 了 ！
云南机场集团现场调研机场选址

调研组现场调研机场选址。

州委调研组调研全州禁毒防艾工作时强调

加 强 领 导 强 化 措 施
打赢第三轮禁防人民战争

图为调研组在盈江旧城镇芒香村民小组视察。

首届“文化惠民示范村”群众文艺展演举行

图为精彩的文艺演出现场。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名单
（2012年8月28日德宏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2年8月28日德宏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刘桢梅为德宏州粮食局局长；

免去杨弄德宏州粮食局局长职务；

任命赵斌为德宏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免去方楠德宏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免去杜灵德宏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免去杨学统德宏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