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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受到严肃查处

大理市委书记被免职市长被撤职
给予 5 个责任单位通报问责

日前，经云南省委批准，云南省
纪委省监委对大理市违法扣押
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市）防疫
口罩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
疫口罩问题属实，情节恶劣，性
质严重，严重干扰了全国防疫
工作大局，严重破坏了防疫工
作纪律，严重损害了云南防疫
工作形象，充分暴露出大理市
委、市政府在紧要关头，无视政
治纪律，漠视国家法律，本位主
义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突出。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决定对 5 个单位、8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

1. 给予大理州委、
州政府通报问责，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2. 给予大理市委、
市政府通报问责，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3. 给予大理市纪委监委通报问责，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给予 5 名责任人党纪政务处分
1. 给予大理市委书记高志宏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职处理。
2. 给予大理市委副书记、
市长杜淑敢同志撤销党内职务、
政务撤职处分。
3. 给予大理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娄增辉同志撤销党内职务、
政务撤职处分。
4. 给予大理市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5. 给予大理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
局长袁爱忠同志政务记过处分。

对 3 名责任人诫勉问责
1. 给予大理州委副书记、
州长杨健同志诫勉问责。
2. 给予大理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杨矗同志诫勉问责。
3. 给予大理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张琮同志诫勉问责。
据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

罗永斌任大理市委书记
昨日下午，大理市召开领导干部会
议，宣布大理市委主要领导职务任免。
大理州委书记陈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州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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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州党委关于大理市委主要领导职务
任免的决定：罗永斌同志任中共大理州
委常委、大理市委书记；高志宏同志免
去中共大理市委书记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罗永斌此前任共青
团云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
年联合会主席。
大理广播电视台记者 李迪 田野

“云南抗疫情”
扫码登记 1.65 亿人次

疫情防控期间，云南公安
机关启动了社会治安防控战时
勤务模式，全省日均投入警力 6
万余人次。2 月 24 日，记者从
云南省公安厅获悉，截至目前，
云南公安办理涉及疫情案件共
计 780 余起，刑事拘留 38 人，组
织开展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联合清查行动共计 4700 余次，
检 查 野 生 动 物 活 动 区 域 4480
余次、与野生动物贸易相关重
点场所 3.92 万家（处），依法查
处收缴了一批野生动物活体、
死体、
野生动物制品和猎具。

日均投入警力 6 万余人次
全省公安机关启动社会治安防控
战时勤务模式，日均投入警力 6 万余人
次、动员群防群治力量 17.8 万余人次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组建 6000 余人的公
安疫情防控应急处突队伍。全省公安
机关联合卫健部门启动公安检查站
420 余个，设置疫情临时检查点 1800
余个，日均检查车辆 40 万辆次、人员
80 万人次。

向定点医院等派驻警力3600余人
为维护就医秩序，确保医护人员人
身安全，
公安机关持续向定点医院、
发热
门诊和隔离观察点派驻警力 3600 余人；

省档案馆征集
抗疫档案资料
档案是国家、社会、个人一切活动的真实
记录。2 月 24 日，云南省档案馆发布公告，即
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档案资料，如果你保存着抗疫日记、
“ 请战
书”、病历材料、纪实资料，具有特殊意义的文
字图片等，可来信、来电或来人与省档案馆联
系，接收捐赠的档案资料将归国家所有，永久
保存于云南省国家综合档案馆，省档案馆还将
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
据了解，省档案馆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
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档案资料，是为了
完整记录云南开展防疫斗争的全过程。此次
征集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 9 个方面，云南各界
在疫情防控活动中所形成的资料、记录、照片、
录音、录像等（包括各种宣传教育、心理咨询资
料；反映防疫活动中高尚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的事例；体现不怕危险、不辞辛劳救援的先进
材料等）；反映云南人民广泛参与抗击疫情的
感人事迹（包括云南参战的一线医务工作者个
人照片、录音视频、抗疫日记、
“ 请战书”、实物
等，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视角下的真实感人材
料，音视频文字等）；反映云南全力以赴支援湖
北相关资料（包括支援的物资、经费、医疗队伍
等情况；接收各界人士的捐赠等记录），在抗击
疫情过程中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物和事迹等。
此外，还包括各科研机构和人员在疫情防
控中形成的过程性记录和数据等；与防疫抗疫
相关的文学创作、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故事文
章等；各新闻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及影视爱
好者在直播、采访过程中形成的纪实资料和宣
传报道材料等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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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博物馆征集
抗疫见证物

深入摸排医疗、
商贸、
交通营运等重点行
业和领域矛盾纠纷1600余件。

网上办理 22 项车驾管业务
云南省公安厅研究出台疫情防控
期 间 便 民 服 务 17 条 措 施 ，24 小 时 开
放“云南公安自助便民超市”进行身份
证办理的受理和发放，将 13 项户籍业
务放在“云南公安”微信公众号上进行
办理，实行出入境证照 EMS 免费快递
送证上门服务，调整非本人机动车备
案和处理违法规则，引导群众网上办
理 22 项车驾管业务，延长相关业务办
理期限，加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便民
力度。
省公安厅大数据专家组组长、西安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跃文带领
团队紧急研发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评估
模型。2 月 12 日，在全省人员密集公共
场所推广“云南抗疫情”扫码登记微信
小程序，协助相关部门精准掌握公共场
所人员流动情况。截至目前，公共场所
累计注册 81.8 万个，扫码登记 1.65 亿
人次，扫码用户数 1325.81 万人。
云南公安在全国率先推出新冠检
测“数计盒”
（1.0）App，综合计算新冠
肺炎感染风险级别和指数，共核查 193
万人次，有效提升了一线单位实时甄
别、现场核查评估的工作效率，为卫健
等部门跟踪掌握、核查排查相关人员提
供了数据支撑服务。
本报记者 马雯 文 云南省公安厅供图

2 月 21 日，
云南省博物馆发布
“征集令”
，
面
向全社会征集 2020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见证物。
云南省博物馆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征集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见证物！征集见证物范围为：
表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摄影、摄像作
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行政命令、文件原
件；本次抗击疫情中使用过的防疫物品物件资
料：参加抗疫一线人员的请战书、火线入党申
请书；医护人员的防护套装、与家属的往来信
件；云南支援、帮扶武汉、咸宁等地的物件、资
料；社区街道防疫管控工作笔记；捐赠物品的
外包装、发货单等凭证；小区进出证、工作证、
登记表、测温仪、袖章、消毒液喷壶、宣传横幅
等；强制休息令、强制陪伴令；抗击疫情创作的
绘画、书法、歌曲等文艺作品；其他与疫情有关
的物品。
此次捐赠为免费捐赠，捐赠后的见证物将
由云南省博物馆组织专家遴选认定后选择，入
选者将获得云南省博物馆颁发的专项藏品入
藏证书。有意向捐赠的市民请将拟捐赠物品
照片、简要介绍和捐赠人联系方式发送至邮
箱：
263283910@qq.com。
本报记者 杨质高 实习生 何雨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