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1 月
星期六
庚子年十月初七

21

云浮通移动客户端 云浮发布官方微信

中共云浮市委主办主管 云浮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4-0020 第7776号 今日4版 云浮新闻网：www.yunfudaily.com 邮箱：yfrb@vip.163.com

本土温度 主流声音

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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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向 2020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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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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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佛山对口帮扶云浮2020年第二次党政联席会议召开

黄汉标主持会议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更高起点上谋划推进对口帮扶合作

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全方位讲好云浮故事展现云浮风骨
本报讯 （记者 林瑞荣 刘烁
特约记者 云伟歆） 11 月 20 日上午，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及省委常
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
落实措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黄汉标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国考古工作的

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深刻阐
目，
扎实做好文物保护、阐释、利用等
明了做好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
为我
工作，争取更多研究成果，切实讲好
们做好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云浮故事、展现云浮风骨。特别是
用、谋划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根
要发挥好云浮区位、生态和人文优
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抓好
势，用好国恩寺、长岗坡渡槽等
贯彻落实。一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 “国保”单位优质资源，示范引领推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常委
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学
会部署要求，
进一步强化传承中华文
研”一体推进，全面展现考古发现
明、坚定文化自信的政治定力和责任
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
担当。二要深化考古挖掘和历史研
三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
究，主动谋划推进一批重点考古项
系，坚持建设与发展并重，
紧扣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挖
掘磨刀山文化、南江文化和禅宗文
化，盘活用好人文资源，切实做到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四要结
合
“十四五”
规划编制，
进一步健全长
效机制、加强队伍建设、优化服务保
障，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
护工作者，为考古、文物保护、历
史研究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大
力推动历史文化保护各项任务落地
落实。

打造山区农业发展“样板间”
——云城区高标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崔玉蓉 特约记者 张英达

乡村振兴 看云城
系列报道③
系列报道
③

今年 11 月，在与“脱贫攻坚看
广东”美术书法摄影主题展巡展同
时开幕的云浮消费扶贫产品展上，
清亮甘甜的牛大力汤引来许多人驻
足试饮。
“牛大力汤清甜润口，滋补
养身。
”来自云城区的刘女士在试饮
着牛大力汤的同时，也对牛大力鸡
蛋、鸡肉、肠粉、曲奇、饮品等牛
大力衍生产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没
想到牛大力还可以有这么多种吃
法，挺有新鲜感的。”
牛大力是云城区的特色农产品
之一，也是云城区现代特色农业产
业的代表。近年来，该区以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以
南药、花卉等为代表的现代特色农
业产业，高标准推进云浮市云城区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和 云 浮 （云 城）
花卉产业园建设。今年 4 月，云浮
市云城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获批
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1 月
11 日，云浮 （云城） 花卉产业园核
心区前锋镇入选第十批全国“一村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在会
上发表视频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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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品”示范村镇名单，目前已完成
公示。

全产业链开发▶
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格局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南药产地
初加工、精深加工、冷库仓储物

流，以及科技研发等，可以满足云
浮市 10-20 万亩南药种植生产。”广
东颂春南药产业园科技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刘玲介绍，该公司是云城
区南药产业园牵头企业实施主体，
重点打造南药标准化规模种植核心
区、现代南药创新发展示范园。
依托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
合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云

城区依托南药、花卉产业种植优
势，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目前，全区基本构建了以南药种苗
繁育、种植、加工、交易、研发为
主的南药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正在
建设集花卉种植、加工、销售及科
技、休闲、观光、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的云浮 （云城） 花卉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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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帅 刘烁 特约
记者 云伟歆 云府信） 11 月 20 日，
佛山对口帮扶云浮 2020 年第二次党
政联席会议在佛山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共同谋划
推进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佛山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鲁毅，云浮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汉标，
佛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朱伟，云浮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胜出席会议并
讲话。
鲁毅对云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的突出成
效表示赞赏，强调要积极作为、奋发

进取，做好佛山能做的事，与云浮共
同 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政治任
务。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强烈的政治担当
落实光荣的政治任务，
在更高起点上
把新一轮对口帮扶推向纵深，
更好地
为两地群众谋福祉，
为把总书记赋予
广东的总定位总目标落到实处作出
两市共同的努力和贡献。二要聚焦
重点精准发力，
健全产业、创新、人才
等方面的区域协作机制，
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以新一轮对口帮扶推动
高质量发展。三要凝心聚力狠抓落
实，
加强沟通衔接，
形成强大合力，
在
推动对口帮扶中展现新作为、取得新
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和两市人民交
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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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2020汽车嘉年华盛大开幕
各大参展商年底冲量优惠幅度大
本报讯 （记者 钱枫）“每公里
七分钱”
“高端大气红旗 H9”
“丰田钻
石动力组合”
“ 全新数字第八代高尔
夫”
“ 有品位有面子的思皓 X8”……
11 月 20 日，市区蟠龙洞广场上酷炫
的音乐、喧天的锣鼓撩动众多市民的
心弦。由云浮日报社主办的
“岁末狂
欢、聚惠购车”——云浮市 2020 汽车
嘉年华活动在此盛大开幕。
据了解，从 11 月 20 日至 22 日，
为期 3 天的云浮市 2020 汽车嘉年华
活动是一场集汽车消费、汽车文化于
一体的汽车盛宴。活动现场有高档
进口轿车、合资品牌轿车、自主品牌
轿车、汽车精品等展出。品牌车型从
高端到中档及经济家用、商务应有尽
有，
规模空前，
阵容庞大。同时，
现场
还设有各地特色产品展销，
丰富市民
购物体验。在 20 日和 21 日 19:0022:00 现场设有“佳片有约”电影专

场；21 日和 22 日上午有专业的靓丽
车模巡展。
汽车发烧友林生告诉记者，
本届
车展汇聚众多品牌车型，
其中国产自
主车型的性价比以及合资品牌的品
质都是看点，
新能源车型以
“节能、环
保、安全”的特点吸引不少眼球。而
最具看点的是
“聚惠”
，
各大汽车经销
商受年底冲销量的影响，
在本届车展
均推出众多优惠举措，
优惠幅度比平
常多 5%-8%。
此外，
在本届汽车嘉年华活动现
场购车还可抽大奖。只要是现场购
车者，除享受参展商车展现场订车
特殊优惠外，还可以参加参展商举
办的各种购车大抽奖活动。正在现
场选车的市民认为，年近岁末，一
起“抄底”车市，买车、换车是最
省钱的。
（相关内容详见第 2 版）

我市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
将赴京参加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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