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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在昆举行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王宁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决定》
全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团结
奋斗、真抓实干、奋勇向前，满怀信心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云南日报讯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云南
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在昆明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 70 人，
候补委员 12 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
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
王宁作了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
会委托作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
作报告；听取和讨论了云南省 2022 年党
的建设工作专题报告和中共云南省委
2022 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
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开创新
时代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
决定》。王宁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
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常
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要求，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紧紧抓住事关
云南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谋划和部署实
施了一系列三年行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
取得新成效，社会民生事业有了新进步，
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焕发新气象。一是
坚持把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和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全年的工作主
线，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
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二是毫不松劲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坚决果断快速处置各地突发疫
情，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
线。三是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
首要任务，把一切为了农民特别是脱贫户
增收作为鲜明导向，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
入。四是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落实
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五是全面落实人
民当家作主各项制度，扎实推进全过程人
民民主，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

11 月 22 日至 23 日，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
力。六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办好民生实事，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七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牢生
态文明建设，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
障。八是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
强大精神力量。九是全力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
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十是认真履
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从严抓好班子、带
好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
创业的良好环境。
全会指出，党的二十大是一次高举旗
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在党和国
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
义。大会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取得的各
项成果，必将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发挥十分重
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上海市闵行区党政代表团到我市考察
本报讯（记者 李丽娟）沪滇一家，山
海情深。11 月 22 日至 23 日，上海市闵行
区委书记陈宇剑率党政代表团到我市永
善、绥江、盐津、大关 4 个县考察东西部协
作工作。
2021 年，上 海 市 闵 行 区 与 我 市 建 立
了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关系，自闵行区
与 永 善 、绥 江 、盐 津 、大 关 4 个 县 结 对 以
来，共饮一江水的“山海情”让两地人民
紧密相连。
来到永善县细沙易地搬迁产业园区，
代表团一行详细了解了项目建设情况。
据介绍，该产业园区是永善县东西部协作
与 易 地 搬 迁 共 建 项 目 ，总 投 资 15800 万
元，其中，2021 年闵行区对口帮扶资金为
2850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引进多家农
特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可提供 500 余个就
业岗位，年产值预计达 3 亿元。
篮球场、微机室、交互式一体机……
2022 年，闵行区为绥江县五福小学投入
1200 万元，援建学校食堂和运动场，并为
学校采购了一批教育设施设备。走进该

小学，看到一应俱全的教学环境，陈宇剑
一行深感欣慰。他表示，闵行区会继续把
教育事业的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对昭通的
资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支持。
走进盐津县水田新区消费帮扶电商
平台，百余平方米的多功能演播厅、直播
间、会议室、产品展厅同样令人欣喜。直
播间里，几位主播正通过镜头将农产品推
向全国。据悉，盐津县水田新区消费帮扶
电商平台是闵行区援建的扶贫车间电商
平台沪滇协作项目。项目建成后，将着力
打造成“网货化、标准化、品牌化、IP 化”的
农产品供应链模式，立足当地绿色农特产
品资源优势，为盐津县搭建广阔的农产品
销售平台。
看到各类援建项目顺利有序地推
进，代表团一行纷纷表示，闵行区将继续
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在助力乡村振兴、创
新产业协作、深化消费帮扶、强化组团服
务上下更大功夫，与昭通干部群众一道，
全力以赴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绘高质量发展新
画卷。
代表团一行还先后到永善县桧溪镇强
胜村、绥江县中村村、盐津县豆沙古镇、大
关县寿山镇等地考察援建项目建设情况。
罗永斌等参加考察。

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坚定不移
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
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
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更加自觉地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
护者、坚定践行者。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结合起来，与推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贯通起来。要按
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
战略安排，结合我省“十四五”规划和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
晰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云南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分阶段谋划、分步骤实施。
要实施“3815”战略发展目标谋划，奋力赶
超、后来居上，三年上台阶、八年大发展、

云南日报记者 周 灿 雷桐苏 摄
十五年大跨越，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进
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与全国同
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强国复兴
伟业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全会指出，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
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
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继续大抓产业
发展、大抓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壮大滇中城市群，发
挥好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省经
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坚持开放发展，
大力推进思想观念开放，抓好口岸开放，
发挥平台开放作用，靠人才支撑开放、保
障发展，创新发展新路径。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幅提升教育、医疗
发展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抓好环境污染系统治理，加强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坚持良法善
治，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促

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文化繁荣、社会和
谐，切实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要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安全、意
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筑牢祖国西南安
全屏障。
全会强调，未来三年是云南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要抓好“五个
聚焦、五个着力”，切实把党的二十大部署
的目标任务，转化为新时代云南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要
聚焦补短板，补齐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三农”工作、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
等短板，着力提升发展水平。要聚焦强弱
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强化科技创新，实施教育强省战略、人才
强省战略，着力增强发展动力。要聚焦扬
优势，充分发挥区位、绿色能源、高原特色
农业、文旅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劳
动力等优势，全面提升辐射能力，打造绿
色能源强省、绿色农业强省、文化旅游强
省、有色金属产业强省、生物产业强省，着
力挖掘发展潜能。要聚焦保安全，持续推
进强边固防，坚决守住意识形态安全防
线，全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筑牢西南生
态安全屏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
守牢发展底线。要聚焦促团结，高质量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
作，全面推进法治云南建设，着力凝聚发
展合力。
全会指出，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省各地区各部
门要全力抓好当前工作，确保明年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确保民众生活顺畅，确保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全会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不懈持续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清廉云南建设，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谱
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带头强化思想建设，增强干劲、担当
作为，深化拓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持续
转作风、提效能，到一线、抓落实，脚踏实
地、滴水穿石，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
成效。
全 会 号 召 ，全 省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和 各
族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奋勇向
前，满怀信心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
南篇章。

建功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云南日报社论
23 日，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在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后在昆明落下帷幕。会议
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全
省党的建设工作专题报告、省委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审议通
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云南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决定》。会
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力
量，坚定不移为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不断引向深入作出了明确部署。
党的二十大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
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
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
作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取得的各项成果，
必将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发挥十分重要的
指导和保证作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
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全省各族干部群
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
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工作安排上来，坚定不移把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砥砺初心，勇担使命，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
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自觉地
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坚定践行
者。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把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结合起来，与推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各
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贯通起来，在推动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落实“三个定位”、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全面从严
治党上持续用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在云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凝聚共识，奋楫新程，要聚焦实现高
质量发展这个主题。2023 年是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省上

下要按照省委的工作部署，全力抓好当
前工作，谋划好明年任务。各地区各部
门要毫不松懈科学精准抓好疫情防控，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确保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确保民众生活顺
畅。要准确把握中央的政策指向、
投资导
向、
发展方向，
主动衔接部委支持重点，
精
准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以项目为支
点撬动发展新引擎。要继续落实好助企
纾困政策，扎实做好年末岁尾保供稳价、
帮扶慰问等工作，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有
序有效保障好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确保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年工作收好官、明
年发展开好局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扛起新
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全省上下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真
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二
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把工作着力
点聚焦到省委的部署安排上来，团结奋
斗、真抓实干、奋勇向前，满怀信心谱写
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