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董柏生 孙 军

2020 年 11 月 20 日，这是一
个值得所有焦作人自豪、欣喜且
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市委
书记王小平参加表彰大会并代表
我市领授“全国文明城市”匾
牌。焦作，从此多了一张亮丽且
含金量最高的名片！

从 11 月 10 日上午中央文明
办公布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
城市名单，焦作赫然在列那一激
动人心的时刻开始，焦作干部群
众的朋友圈就被这条消息刷爆
了。举市尽欢，全城沸腾！

全国文明城市是我国所有城
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
最大的一个，是反映城市整体文
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目
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
荣誉，也是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

三年艰苦创建，三年奋勇拼
搏，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以“说了
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
的坚定执着，终于啃下了这块最
硬的“骨头”，拿下了这张最亮
的名片。

文明城市是一座城市的不懈
追求，也承载着全体市民的共同
期盼和愿望。回望三年来的文明
城市创建之路，焦作人自信满满：
焦作，正在成为让本地人自豪、让
外地人羡慕的城市！

■三年来，我们上下同
心，目标同向，干群同力

如今的焦作，展现在人们眼
前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秩序
井然的交通、文明礼让的车辆、

和谐友爱的居民、贴心服务的志
愿者……

一幅幅美好和谐的景象，彰
显着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成
果，印证着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的提升。

（下转A04版①）

文明花开 香远怀川
——写在我市领授“全国文明城市”匾牌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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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 11 月 20 日电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 20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幕。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信
息技术日新月异。5G 与工业互联
网的融合将加速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建设，加速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
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疫
情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创造新的
发展机遇。希望与会代表围绕“智
联万物、融创未来”主题，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增进合作，更好赋能实
体、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习近平强调，此次大会在湖北
武汉召开有着特殊意义。希望湖北
省和武汉市以此次大会召开为契
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大力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以视频连线形式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对5G+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高度重视，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
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并把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务。湖北
近年来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
领域发展势头良好，希望继续抓住
有利机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找准
在双循环中的位置，加快5G+工业
互联网产业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
会是首次召开，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旨在推动5G
和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
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同时助力
湖北疫后重振和经济恢复发展。

习近平向2020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昨日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参会代表

焦作捧回“全国文明城市”这块“金字招牌”
王小平赴京参加表彰大会并领授“全国文明城市”匾牌

11月2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沪宁等在北京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新华社发）

科技创新指标全部跻身全省“第一方阵”
我市举行“五年大学习、五年大提升”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实录

▶▶▶详见今日本报A02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 2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参加
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以及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
和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王
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
前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
们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对精
神文明建设战线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对新时
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殷切期望。要把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教
育，激励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
结一心奋进新征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培养时代新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青少年树
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要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精神文明创
建全过程，提升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增强
创建工作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齐抓共管、协同
推进的工作合力。

丁薛祥参加会见，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会
上宣读表彰决定，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大
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六届全国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代表，第二届全国
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代表，新一届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
言。

又讯（记者董柏生） 11月20日，市委书记
王小平在北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亲切接见，并领授“全国文明城
市”匾牌。

11月2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沪宁等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王 晔 摄（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科技
创新，激发澎湃动力。11 月 20
日上午，我市“五年大学习、五
年大提升”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
场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发布专
题为“科技创新”。新闻发布会
邀请市科技局、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科创局、龙蟒佰利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龙佰研究院、
焦作中旅银行科技支行相关负
责同志，就全市科技系统通过
大学习致力大转型、努力大提
升、实现大发展情况进行发布和
答记者问。

2016 年以来，我市在深入

学习深圳、杭州、扬州、成都、
佛山等地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先
后出台了 《引进培育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 （团队） 的意见》《加
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方案
（2017—2020 年）》《加快焦作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
的实施意见》《加快新兴科创
名城的意见》《加快建设科技
产业综合体的意见》 以及 《焦
作市院 （校） 地科技合作专项
行动方案 （2020-2025年）》等
众多政策性文件，鼓励支持科
技创新。

（下转A04版②）

科技创新指标全部跻身全省“第一方阵”
我市举行“五年大学习、五年大提升”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

孟州市委书记、孟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发表署名文章

立足新起点 迈向新征程
在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中当标杆作示范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县域治理“三起来”的科学内涵
●把握工作重点，找准贯通县域治理“三起来”的方向路径
●加强党的领导，持续强化县域治理“三起来”的政治保障

2020 年 11 月 20 日这一天，
一个焦作人民值得铭记的光荣日
子——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北京参
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并
为焦作捧回“全国文明城市”这
块“金字招牌”。无上荣光，载
入史册。

这块“金字奖牌”，是城市
的荣耀，焦作人为之魂牵梦萦好

多载；这张“城市名片”，是百
姓福祉，焦作人为之砥砺奋斗整
三年。

这三年，全民参战、日以继
夜；这三年，风雨兼程、矢志不
渝；这三年，步履铿锵、美丽蝶
变。我市连续三年在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年度测评中取得
优异成绩；《河南社会治理发
展报告 （2019 年）》 显示，我
市城市宜居和获得感指数均居全
省第一……377万焦作人遒劲的
文明画笔，力透纸背，挥洒着
奋进新时代、共创文明城的满

腔豪情。
因为文明创建，我们这座城

市提高了颜值、温润了气质、文
明了素质。一幅幅绿色、文明的
幸福画卷在群众心底铺开——出
门有绿地、拐角见游园，农贸市
场更规范、老旧小区换新颜，提升
了城市品质，方便了百姓生活；徜
徉于梦幻之境的大沙河畔，漫步
在城市绿肺的天河公园，“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让市民尽享“绿
色福利”，大写的“民生”二
字、“民本”情怀，弥漫在清新
的空气里，凝聚在满眼的绿荫

下，浓缩在百姓的福祉中，满满
的幸福感获得感，书写出文明创
建与民生改善的相得益彰，成就
了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因为文明创建，我们这座城
市里流动着最“红”的风景线。
十字路口、社区楼院，活跃着无
数“红马甲”志愿者，“文明种
子”播撒在城市每个角落，根植
在每位市民心中。文明的浸润，
口口相传、耳濡目染，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如微光靠近火
炬，似萤火汇成星河，提振了城
市“精气神”，提升了文明“软

实力”。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

再奋蹄。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
我们更加自信从容地站上了一个
更大的舞台。从“黑色印象”到

“绿色主题”再到“花园名城”，
焦作这座英雄城市的血脉中流淌
着创新创造、生生不息的强大基
因。让我们以“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和执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自觉，开拓
创新，砥砺前行，让焦作更精致、
有品质，出重彩、更精彩！

城市的荣耀 百姓的福祉

▶▶▶详见今日本报A02版

▶▶▶详见今日本报A02版

焦作市新一届全国文明奖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