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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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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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时报讯（记者/苏绮玲

通讯员/郭苑柔）队旗飘飘，童心

向党。昨日，中国少年先锋队

佛山市南海区第九次代表大会

召开，全区少先队员、少先队辅

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共

250人欢聚一堂，共同描绘南

海区少先队未来发展的宏伟蓝

图。

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在开

幕式上寄语全区广大少年儿

童，培养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的情怀，在党的阳光沐

浴下健康茁壮成长，努力成为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也是

肩负重任的一代。大家亲身体

验了新时代南海的幸福生活，

见证了南海日新月异的发展成

就，未来也必将亲自参与波澜

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

闫昊波说，当代南海少年儿

童是充满希望的一代，红领巾事

业是大有前途的事业。希望广

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努力

成长为有理想有信念的新时代

好队员；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培养

优良品德，努力成长为有道德有

品格的新时代好队员；希望广大

少年儿童追求真才实学，努力成

长为有知识有本领的新时代好

队员。

闫昊波要求，全区少先队组

织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聚焦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的

主责主业，以促进少年儿童全面

发展为工作主线，不断提升服务

少年儿童的能力和水平。各级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责任，

带领支持少先队创造性开展工

作。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

作者要做少年儿童最亲密的朋

友和领路人，把孩子们团结好、

教育好、带领好。

团市委副书记肖欣在会上

对南海区少先队工作提出三点

希望：一是要以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

先队的重要论述为契机，主动争

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不断优

化少先队工作环境；二是以少先

队三个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为

契机，着力完善工作体制机制，

加强少先队组织自身建设，不断

深化少先队工作改革；三是坚持

全团带队、团教协作，不断强化

各方面保障，提高少先队组织服

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能力。

会上，团区委书记江启祥、

区教育局副局长卢达生现场致

辞，团区委副书记刘琪作了题为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为实现南海高质量发展时

刻准备着》的工作报告。

报告总结了过去5年全区

少先队的工作，并提出在未来3
年里，将实施“红领巾先锋工

程”，重点坚持思想引领，打造一

支传承红色基因的少年先锋队；

坚持成长激励，打造一支健康富

有活力的少年先锋队；坚持组织

建设，打造一支工作基础扎实的

少年先锋队；坚持改革纵深，打

造一支专业充满力量的少年先

锋队。

昨日中午，100名少先队员

代表还前往南海政法系统综合

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国家安全、

禁毒、反邪教、扫黑除恶、消防

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知识，树

牢法治观念。为使少先队更好

发挥作用，提高少先队干部的

管理能力，团区委、区少工委组

织召开南海区少先队工作研讨

会，邀请少代会的成人代表们

参加研讨。此次大会选举产生

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佛山市南海

区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会上，

刘琪、卢达生当选第九届少工

委主任。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

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尚

钜，副区长冼富兰，区政协副主

席区志星等参加会议。

中国少年先锋队佛山市南海区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肩负时代重任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

者/黄碧云）为持续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着力营造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

市委宣传部决定在全市组织开

展“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百姓

宣讲活动。

11月19日至12月19日

期间，主办方将通过全市海选、

单位推荐和宣讲能人培训等举

措，组建百姓宣讲团队伍，组织

宣讲员围绕“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主题，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

感，讲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百姓身边的新变化新发展，引

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立足

岗位践行新思想，建功新时代。

本次百姓宣讲活动将聚焦

讲述佛山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任务、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奋斗精神和感人事迹；讲述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无

私奉献精神和动人故事；讲述各

行各业代表在学习、工作、生活

等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讲述个人经历和见证发生在周

边或他人身上感人的故事。

即日起，市民可以个人名义

报名，关注“佛山发布”或“佛山

新闻网”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

栏“百姓宣讲”进入活动页面。

将宣讲视频和宣讲稿上传到线

上海选征集平台，报名参与社会

海选。主办单位将择优对宣讲

视频进行集中展示，接受网民点

赞。同时各区委宣传部、市直各

单位需按照侧重推荐基层一线

工作人员的要求，推荐百姓宣讲

团候选对象。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活动将从线上所征集和单位

推荐的候选对象中，择优选出

市、区百姓宣讲团。邀请专业人

员对百姓宣讲团成员的宣讲故

事和宣讲内容进行挖掘、修改，

组织开展宣讲技能专题培训，并

择期举行全市百姓宣讲汇报会

暨百姓宣讲比赛活动。

佛山启动“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百姓宣讲活动

面向全市选拔宣讲员讲好小康动人故事

佛山成功夺得全国
文明城市“三连冠”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者/莫

璇）昨日上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央文明委公

布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往

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佛山顺利通

过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成

功夺得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

全国文明城市是对一座城市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

设进行综合评价的最高荣誉，是每

个城市梦寐以求的城市名片和最有

价值的城市品牌。

佛山2015年成功获评全国文

明城市，2017年成功蝉联该荣誉，

并被中央文明办列为五个“全国文

明城市巡礼”城市之一。近三年来，

佛山先后五次在全国、全省会议上

作典型发言，美丽文明村居建设经

验入选中央文明网2019年全国五

个城市“文明创建品牌故事”案例之

一，平均每天就有一条佛山文明创

建经验登上中国文明网。

自2018年启动新一轮创建工

作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文明实

践永无止境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

的理念，围绕补齐短板和问题整改，

相继出台《佛山市奋夺全国文明城

市“三连冠”工作方案》等文件，部署

了“核心价值观景观建设工程”“集

贸市场综合整治工程”“老旧社区、

背街小巷补短板工程”等九大重点

工程，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线塑造文明城市灵魂，

以基层文明创建为抓手拓展文明城

市阵地，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为根

本充实文明城市内涵，不断巩固提

升文明创建成果。

如今，走在佛山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城市品质和内涵不断提升，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规范，市民

道德素养和文明风尚显著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收获满满的幸福，这座

全国文明城市也在最近成功入选为

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佛山新市民
达到547万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昨

日，佛山召开全市新市民服务管理

工作会议。会议透露，截至今年10
月底，我市登记的新市民已达547
万人，超过户籍人口将近100万。

副市长陈小坚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过去一段时间新市民

服务管理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

势，研究部署下阶段的工作。截至

10月底，我市登记的新市民已达

547万人，超过户籍人口将近100
万。新的积分制办法实施以来，积

分入学和积分入户申请的人数上升

明显，全市受理积分入学申请

22698 宗，受理积分入户申请

10036宗。

会议提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要继续大力推进新市民服务放管服

改革，通过上线“新市民服务通”平

台，对居住证及积分制服务进行流

程再造，通过实行告知承诺制、容缺

受理等，实现减材料、减环节，促进

新市民办事“零跑动”；继续大力开

展新市民融合行动，促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力争年底在全市建成

40个成效明显、特色鲜明的新市民

学堂；进一步落实积分制服务管理

办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

覆盖，不断满足新市民的入户、入学

需求；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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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共创
共享亚太和平繁荣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0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题为《携

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和亚

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

情加速了这一趋势。亚太合作未

来的路怎么走，关乎地区发展，关

乎人民福祉，关乎世界未来。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开启

亚太经合组织2020年后的合作

愿景为新起点，开启亚太合作新阶

段，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

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

同体。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