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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暨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一鼓作气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本报讯（记者 杨猛 左超） 10 月 15
日下午，全省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暨脱贫攻
坚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拿
出“大事难事看担当”的境界攻碉堡，鼓起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打冲锋，扎实做
好
“六稳”
工作，
全面落实
“六保”
任务，
齐心
协力跑好脱贫攻坚“最后一棒”，一鼓作气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豪出
席会议并讲话，
省长阮成发主持，省委副书
记王予波宣读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表
彰全省 2020 年脱贫攻坚奖获奖者的决定，
省政协主席李江出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族干部群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全省脱
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效，困扰云南千百
年的绝对贫困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贫困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贫困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边疆民族地
区发展呈现历史性跨越，干部队伍作风得

到砥砺锻造，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
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
础。在苦干实干铸就的脱贫攻坚伟大史诗
中，涌现出一大批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
的先进典型，
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他们
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
会议表彰了获得 2020 年全省脱贫攻
坚奖的 123 个集体、330 名个人。同时，表
彰了 7 个东西部扶贫协作先进集体、33 名
先进个人。
获奖代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县长李
开德，富宁县木央镇木杠村党委书记农宁
安，广东省珠海市对口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扶贫协作工作组成员王栋，云南彝人农夫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诗怡，上海市
挂职牟定县副县长王良华作先进事迹报
告；红河广播电视台记者张如方讲述了因
公殉职的红河县三村乡原党委副书记兼补
干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吴志宏
的先进事迹。
陈豪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受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云南脱贫攻坚的中央有关部门和

单位以及部属高校、上海市、广东省和社会
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全省各地区各
部门和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群
众致以崇高敬意。
“幸福不会从天降，
好日子都是干出来
的。”陈豪提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
比学赶超，在学习先进中提升自我，
在对标
先进中接续奋斗，
在争当先进中建功立业，
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陈豪指出，云南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贫困宣战的一个缩
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充
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要把在脱贫攻坚的伟大
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以贯之坚持下
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巩固深
化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机制，总结运用
抓落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激发

昆明细胞产业园正式开园
将打造成全国一流的产业聚集区及技术孵化平台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10 月 15 日，昆明细胞产业园正式开
“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细胞治疗全产
园。作为昆明市打造中国健康之城的重要
业链，以期联动省市，利用资源优势，提升
抓手，昆明细胞产业园将按照
“一园一院六
产业能级，着力构建昆明细胞产业面向南
中心”
的昆明模式，打造成全国一流的要素
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中、资源配套、产业链闭合的细胞产业聚
未来几年，昆明细胞产业园将联合多个国
集区及技术孵化平台。
家级平台，高标准推进“六中心”建设，以
据悉，昆明细胞产业园坐落在滇池国 “七要素”为保障，全方位打造产业孵化平
家旅游度假区大渔片区，占地 87.19 亩。 台，从存储、研发、生产、运输、治疗到装备
园区以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
为一体成熟的细胞全产业链，实现临床需
亚大健康产业创业创新为引领，量身定制
求、研发制造、应用发展的紧密联动，以期
的产业政策、强强联手的产业联盟、政府参
成为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
与的产业引导基金、多个国家级平台共建
的研发转化中心，创业创新平台和一流细
的研发支撑平台、6 家临床研究备案机构
胞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与技术策源地。
组成的临床研究中心，以“细胞项目+医院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昆明市积极发展
科室+科学家团队+资本”的公司化运作模
大健康产业，并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相关
式，形成集
“研发—制备—存储—生产—临
政策。昆明市细胞产业将按照
“一园一院六
床”
为一体的细胞治疗全产业链，将建设成
中心”
“七要素”
“胞十条”
的产业发展
“昆明模
为细胞治疗及医美新品首发地、新技术应
式”
扎实推进。
“一园一院六中心”
即昆明细胞
用首选地、中国细胞产业核心区、世界一流
产业园、
昆明细胞创新研究院以及检定检验
细胞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中心、
安全评价中心、
临床研究中心、
制备中

心、
大数据中心和存储中心。
“七要素”
通过整
合规划、
联盟、
政策等要素，
构建研发—中试
—应用全要素产业发展保障体系：
一是编制
产业规划；
二是成立产业联盟；
三是发起产
业引导基金；四是出台一系列产业支持政
策；
五是组建保险基金；
六是严格产业监管；
七是打造产业聚集区。
“胞十条”
即《昆明市高
质量发展细胞产业十条措施》：
全方位服务
引入项目和企业落地发展，以临床需求、研
发制造、应用发展为驱动力，支持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或核心技术的项目在昆明落地。
主要内容包括聚焦平台建设，促进功能形
成；
聚焦要素培育，
加快产业发展；
聚焦保障
措施，
提升营商环境等三个部分共10条。
开园当天，
昆明细胞产业园
“六中心”
临
床研究支撑平台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进行
了签约，并进行了授牌。同时，昆明市卫生
健康委与各备案机构签订了《昆明细胞临床
研究中心合作协议》等。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摄影报道

调动干部群众内生动力，团结带领全省各
族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陈豪强调，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全面收官之年。越到最后关头，越要保持
定力，
越要坚定信心，越要奋勇攻坚。全省
各地区各部门要毫不松懈抓实产业就业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问题整改和查
缺补漏、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
接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工作，确
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向党和人
民兑现庄严承诺、交出满意答卷。
会上，
与会人员观看了纪录片《决胜脱
贫在今朝》。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政协领导同志出席主会场会议，并为脱贫
攻坚奖获奖代表颁奖。
省直各部委办厅局，各民主党派和工
商联、人民团体、高等院校、省属企事业单
位、中央驻滇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广东省扶
贫办、中央定点扶贫单位扶贫办负责同志；
全省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州（市）、县（市、区）设
分会场。

省高院动员部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收官战

昨日，记者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获 悉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开 展 以
来，云南法院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高
位推进，涉黑恶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截至今年 10 月 9 日，
全省法院受理一审涉黑恶案件 1183
件 11986 人，审结 1114 件 10769 人，
结案率达 94.17%；受理“保护伞”
案件
一审 138 件 150 人，审结 115 件 125
人；判处财产刑金额 8.2 亿元。其中，
涉黑案件重刑率 56.99%，涉恶案件重
刑率 30.67%。
在今年最后收官阶段，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战做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全省
法院咬定目标，全力兑现，决战决胜
80 天，确保高质量打赢收官战，坚决
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一是要强化使命担当，紧盯法院
硬任务，决战攻坚，确保如期实现目
标。二是要严格公正司法，提升审判
质量。坚持把办案质量作为检验专项
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准，
坚持证据裁判、
正当程序、正确适用法律，
确保打准打
实。三是要加快审判进程，确保如期
结案。将专项斗争摆在当前全省法院
工作的重要位置，
聚焦
“案件清结”
“黑
财清底”。
“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加强
日常调度。强化督促和指导，对专项
斗争再加压再推进。进一步用足用好
繁简分流、远程视频开庭、
“云端审判”
等方式，加快案件办理进度。四是要
突出工作重点，强化“黑财清底”工作
力度，
强化审执衔接。充分运用追缴、
没收、责令退赔、判处财产刑和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等手段，彻底铲除黑恶势
力滋生土壤。五是要强化联动机制，
形成专项斗争攻坚合力。切实提升司
法建议针对性、及时性、有效性，推动
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推动跟踪问效。
本报记者 林舒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