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上接一版暂
习近平指出袁进入新发展阶段尧贯

彻新发展理念尧构建新发展格局袁青海
的生态安全地位尧国土安全地位尧资源
能源安全地位显得更加重要遥 要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袁 坚持绿色低
碳发展袁结合实际尧扬长避短袁走出一
条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遥
要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袁 积极培育
新兴产业袁 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
基地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尧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尧 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遥 要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袁
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和成果转化力度袁
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袁激发创新活力遥
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尧推动共建野一带
一路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袁主动对
接长江经济带发展尧 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袁增
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遥 各级党委特别
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承担起政治责任袁
统筹抓好财政尧税收尧审计等工作袁严
肃财经纪律袁把各方面资金管好用好袁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袁 严格执行党中央

关于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
署袁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遥

习近平强调袁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
境袁是野国之大者冶遥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袁切实保护好地球
第三极生态遥 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袁承担好维护
生态安全尧保护三江源尧保护野中华水
塔冶的重大使命遥 要继续推进国家公园
建设袁理顺管理体制袁创新运行机制袁加
强监督管理袁强化政策支持袁探索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遥 要加强雪山冰川尧
江源流域尧湖泊湿地尧草原草甸尧沙地荒
漠等生态治理修复袁全力推动青藏高原
生物多样性保护遥 要积极推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袁综合整治水土
流失袁稳固提升水源涵养能力袁促进水
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遥

习近平指出袁要坚守人民情怀袁紧
紧依靠人民袁不断造福人民袁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遥 要以有效举措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把就业尧收入分配尧
教育尧社保尧医疗尧住房尧养老尧托育尧食
品安全尧 社会治安等问题统筹解决好袁
妥善处理生态和民生的关系袁实现生态

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遥 要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袁
加强农畜产品标准化尧 绿色化生产袁做
大做强有机特色产业袁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提升农牧民素
质袁繁荣农牧区文化遥 习近平请青海省
委和省政府转达他对玛多地震灾区各
族群众的诚挚慰问袁要求切实抓好灾后
恢复重建袁解群众难袁安群众心袁暖群众
情袁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遥

习近平强调袁 青海是稳疆固藏的
战略要地袁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袁承担起主体责任遥 要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遥
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袁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袁 积极引
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遥 要坚
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袁坚持底线思维袁坚
决维护国家安全遥 要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袁 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袁深化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袁 保持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遥

习近平指出袁 我们党在百年奋斗

中袁 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革
命精神袁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尧根
本宗旨尧优良作风袁是激励我们不懈奋
斗的宝贵精神财富遥 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做到学史崇德袁 就是要引导广大党
员尧干部传承红色基因袁涵养高尚的道
德品质遥 一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袁广
大党员尧干部永远不能忘记入党时所作
的对党忠诚尧永不叛党的誓言袁做到始
终忠于党尧忠于党的事业袁做到铁心跟
党走尧九死而不悔遥 二要崇尚造福人民
的公德袁广大党员尧干部要站稳人民立
场袁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尧生死与共袁勇
于担当尧积极作为袁切实把造福人民作
为最根本的职责遥 三要崇尚严于律己的
品德袁广大党员尧干部要慎微慎独袁清清
白白做人尧干干净净做事袁努力做一个
高尚的人尧一个纯粹的人尧一个有道德
的人尧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尧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遥 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袁继续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袁 一体推进不敢腐尧 不能
腐尧不想腐袁确保党的肌体健康遥

丁薛祥尧刘鹤尧陈希尧何立峰和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遥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行业归属

A03 勘察 A0304 水文气象勘察 A030401 陆地水文勘察 水利

A0305 水资源调查评价 A030501 地表水资源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 水利

A030502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 水利

A04 设计 A0408 水利工程 A040801 水利总图 水利

A040802 水文泥沙 水利

A040803 水工建筑 水利

A040804 电气（水利） 水利

A040805 水利机械及金属结构 水利

A040806 水土保持 水利

A040808 水文站网 水利

A040810 江河湖泊治理 水利

A040811 水生态修复 水利

A040812 水资源监控计量 水利

A05 监理 A0508 水利工程 A050801 地质 水利

A050802 水工建筑 水利

A050803 电气 水利

A050804 水利机械金属结构 水利

A050805 水土保持 水利

A06 工程造价 A0602 安装工程 A060211 水利 水利

C01 勘查

与调查
C0103 生态与资源调查 C010305 水文、水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 水利

C0105 水文监测与调查 C010501 水文、水生态环境监测 水利

C010502 水文、水生态环境调查 水利

C010503 水文分析计算 水利

C010504 水文监测与预报 水利

C0107 水土保持调查与监

测
C010701 水土流失调查 水利

C010702 水土保持监测 水利

C0112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

价
C011201 水资源调查评价 水利

C011202 水文监测与预报 水利

C02 公共

咨询
C0201 咨询服务 C020113 水文咨询 水利

C020118 水资源咨询 水利

C020119 水土保持咨询 水利

B01 机电

产品类

B0141 其他专用电子与机

械设备
B014103 水工机械 水利

B014104 水力机械 水利

B014115 水文监测专用设备 水利

A09 其他工程 A0905 水文工程 A090501 水文监测工程 水利

A090502 水文信息服务工程 水利

A08 工程施工

A0808 水利工程 A-工程

施工
A080801 基础处理 水利

A080802 水工建筑物工程 水利

A080803 引水和灌溉工程 水利

A080804 河道和堤防工程 水利

A080805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水利

A080806 金属设备及安装工程 水利

A080807 水土保持 水利

A0809 水电工程 A080901 基础处理 水利

A080902 水工建筑物工程 水利

A080903 河道和堤防工程 水利

A080904 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 水利

A080905 安全监测工程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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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和个人院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曳尧叶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曳渊云

发改法规 也2014页287号冤尧叶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行业评标专家管理的通知曳渊云
水建管 也2019页58号冤尧叶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印发保山
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征聘工作方案的通知曳等有关规定袁为切实解决我市水利评标专家
库专家不足尧分布不均等问题袁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工作顺利开展遥 经研究袁我局决定公开征聘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水利评标专家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院

一尧征聘范围
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征聘符合水利评标专家条件的专业人员遥
二尧征聘专业院根据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袁本次水利评标专家征聘

专业包括工程类渊工程咨询尧工程施工尧其他工程冤尧货物类尧服务类三大类袁共计 48个专业渊详
见右表冤遥 水利土建工程造价渊A060111冤评标专家由保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征聘袁不在本
次公开征聘水利评标专家范围遥

三尧申请条件
渊一冤廉洁自律尧作风正派尧秉公办事袁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尧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袁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遥
渊二冤从事水利专业领域工作满五年并具有水利行业组织评审认定的水利水电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以上遥
渊三冤熟悉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遥
渊四冤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标工作袁依法履行评标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遥
渊五冤身体健康袁能够承担评标工作袁保证从事评标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渊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岁冤遥
渊六冤熟悉计算机操作袁能够使用计算机完成评标工作遥
渊七冤其他法定条件遥
四尧申报程序
采取单位推荐和个人申请的方式进行申请渊在职人员应当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冤遥 申请专

业可以按照一个主评专业和五个辅评专业申请遥 原评标专家拟继续应聘的袁 应按照要求重
新申请遥

五尧申报材料
渊一冤叶保山市水利建设项目评标专家申请表曳1 份遥
渊二冤身份证尧毕业证尧现有专业技术职称证尧获奖证明材料复印件遥
渊三冤评审工作结束后袁不清退申报材料袁均统一销毁袁请申报人员根据需要做好个人材料

的备份工作遥
六尧相关事项
渊一冤通过保山市人民政府网站渊市水务局公开目录冤尧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等发布征聘通知遥
渊二冤申请材料请于 2021年 7月 30日前报送至保山市水务局规划建设科渊隆阳区永昌街

道学府路市水务局四楼冤或报送至各县渊市尧区冤水务局规划建设股统一上报保山市水务局规
划建设科袁逾期不予受理遥

渊三冤申请工作结束后袁保山市水务局组织对申请人员进行审查尧培训考核袁考核合格拟聘
用人员予以公开袁接受公众监督遥

联 系 人院黄川萍
联系电话院2121751
邮 箱院gj-bsslj@126.com

保山市水务局
2021年 6月 8日

保山市水务局关于公开征聘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水利评标专家的通知
保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水利评标专家征聘专业

一尧工程类渊编码 A冤
A-工程咨询 A-工程施工

A-其他工程

二尧货物类渊编码 B冤

三尧服务类渊编码 C冤

A03 勘察

A0408 水利工程
A04 设计

A05 监理 A0508 水利工程

A08工程施工

A0808水利工程

A0809水电工程

A09 其他工程 A0905 水文工程

B01机电
产品类

B0141 其他专用
电子与机械设备

C01 勘查
与调查

C0105 水文监测与调查

C0107 水土保持调查与
监测

C0112 水文尧水资源
调查评价

C02 公共
咨询

C0201 咨询服务

A0305 水资源调查评价

咱上接一版暂
野互交流冶如何办钥学而不思则罔袁为进一步检验学习成果袁中

心在多个地方设置了互动交流学习心得板块遥 在智慧书吧内袁设
置了党史学习教育留言簿袁很多市民们在认真学习后都会打开本
子袁写下所思所想遥 一言一语袁表达着对党的浓浓感恩之情袁抒发
着个人学习的深刻感悟遥 在广场上设置了两本形似竹简的野大书
卷冶袁以每根竹简正面是问题尧背面是答案的方式袁融入了党史学
习教育有关知识袁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学习的参与性尧互动性尧趣味
性遥 在宣传廊上袁定期展示全区各级各部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活
动剪影尧绘画作品尧书法作品尧心得体会等袁市民在参观的同时袁也可
以自主投稿至投稿栏袁志愿者定期收集后袁择优推送至各级媒体平
台刊发遥 从室内到室外袁从长廊到书吧袁从学生到家长袁从老人到孩
子袁大家用各自喜欢的方式一起加入到党史学习教育当中来袁浓浓
的学风迎面扑来遥

三类活动打造红色基因野传承阵地冶

从 2021 年 4 月开始袁各类培训尧分享活动尧赛事活动尧放映
展演活动让热闹的保岫广场更热闹了袁 也得到了市民和上级领
导的频频点赞遥 有关部门适时邀请专家尧老师袁深入中心的理论
宣讲分中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各类培训尧宣讲活动袁目前已共计
10 余场遥 由隆阳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牵头袁分
别于每周五在中心举办野学党史袁讲党史袁忆初心冶读书分享会袁
以丰富多彩的方式讲述红色故事遥读书分享会举办一段时间后袁
由党史学教办牵头袁将各场读书分享会中优秀的节目选拔出来袁
再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会袁总结好的经验尧发现活动中的不足袁为
下一步开展好读书会打下基础遥 截至目前袁共在中心开展读书
分享会 8 期袁 带动各级各部门结合实际开展读书分享会 50 余
期遥 各街道尧社区文艺队每天都会到广场跳红色广场舞袁文化活
动分中心志愿者定期到中心开展指导遥 区委宣传部尧区总工会尧
区妇联等各单位部门陆续通过 野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要要要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冶理论宣讲大赛尧野红土地之歌冶演讲
大赛尧野中国梦窑劳动美要要要喜迎建党百年红色故事大家讲冶等
比赛活动袁 吸引了各行各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遥 每个星
期袁中心志愿者在中心的各显示屏播放露天红色电影遥三类活动
及时通过线上线下及时发布预告袁广而告之欢迎广大市民参与遥
中心城区的许多党组织都会定期到中心开展主题活动尧 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袁观看教育视频袁学习交流党史尧新中国史袁目前已经
累计开展党员活动 50 多场袁这里已经成为了隆阳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遥

四条路径畅通志愿为民野服务通道冶

隆阳区坚持把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终袁充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团队力量袁以野面对面问尧手机端求尧意见簿写尧志愿者找冶四条
路径畅通为民野服务通道冶遥在中心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袁该站是整个中心的接
待点尧服务站和引导台袁中心每天安排志愿者值守岗位遥市民有请求袁可以到服务站
面对面与志愿者交流寻求帮助袁志愿服务站随时可为市民提供充电宝尧雨伞尧老花
镜等 10余项便民服务遥 中心多个馆室内设置了志愿服务宣传屏袁市民不仅可以从
宣传屏上获取志愿服务信息袁还可以通过手机端或者该宣传屏袁完成野群众点单冶板
块反映诉求袁中心志愿者接到诉求后袁会及时就近就便安排志愿者为群众服务遥 截
至目前袁中心共通过平台接收诉求及意见建议 90 条袁已处理 78条袁其余正在处理遥
中心同时在醒目位置设置了意见簿袁市民可以将诉求写在意见簿上袁待志愿者及时
处理后袁再将办理情况在意见簿上进行回复袁做到志愿服务的公开遥截至目前袁中心
共收到意见簿意见 25条袁已处理 10条袁其余正在处理遥 此外袁中心志愿者还主动找
问题袁及时帮助群众解决遥了解到室外临时座椅不够袁志愿者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袁
安装了座椅遥 中心吸纳各类文创企业人员为中心志愿者袁在中心打造的永昌文化创
意孵化园袁发挥志愿服务团队智慧力量袁开发野党史学习教育+非遗冶为主题的文创
产品袁并通过直播活动进行推广袁真正激发中心的造血功能袁也助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袁形成了野公司+居家灵活就业+合作社+门店冶的生产管理模式袁在传承云
南特色文化的同时袁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实现了就业增收遥目前袁已研发出野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冶墩绣系列尧彩陶系列文创产品遥 施 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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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腾冲市腾越街道建华小
区党支部联合腾冲市消防救援大
队前往腾越建材城五金销售区尧
木板建材销售区尧瓷砖销售区尧灯
具销售区等区域袁重点对建材城内
四周消防车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
畅通尧商场内是否配置灭火器尧各
租赁的商铺是否私拉乱接电气线
路尧是否存在违规停放车辆尧物管
方是否认真开展消防安全巡查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检查遥 针对发现
存在的问题袁工作人员当即向商铺
负责人进行情况反馈袁并及时清理
了商铺门口违规堆放的杂物和停
放的车辆遥

官郑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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