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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与文明建设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图片摄影赛

九寨沟杯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九寨沟风景名胜管理局协办

2019年 10月8日 星期二 今日 版88

本报讯（杨初）9 月 19 日下午 2

时42分，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

声轰鸣刺破戈壁的宁静。随着长征十

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喷着火焰从发射

台缓缓升起，标志着茅台集团冠名的

“飞天茅台”号卫星正式发射。茅台集

团党委副书记王焱带队观礼，共同见

证了茅台再一次“飞天”的历史时刻。

据了解，本次发射的“珠海一

号”遥感卫星星座 03 组卫星以“一

箭五星”的方式发射升空，包括4颗

高光谱卫星和 1 颗视频卫星，发射

入轨后，卫星将运行在 500 千米太

阳同步轨道。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中编号为“OHS-

3B”的高光谱卫星，赠予茅台集团冠

名权并命名为“飞天茅台”。

“飞天”不但是航天人的梦想，

也是茅台人的梦想。早在2003年 10

月，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

号”在酒泉成功发射，把我国第一位

飞天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的同

时，也把贵州茅台酒的酒曲、高粱和

小麦一同送入了太空。

当茅台携手欧比特，开启了茅台

“飞天”的新纪元。此次“飞天茅台”号

卫星不仅发射成功，且亮点频频。据

悉，“珠海一号”遥感卫星星座高光谱

卫星是国内空间分辨率最高、幅宽最

大的高光谱卫星，首次实现了多颗高

光谱卫星多轨组网运行，更有效满足

用户高频次持续监测的需求，进一步

推进中国商业航天高光谱应用。

此次03组卫星升空后，“珠海一

号”遥感微纳卫星星座将完成 12星

组网，其中高光谱卫星将实现 8 星

组网，可实现 2 天半覆盖全球、1 天

特定区域重访，每年的数据采集总

量约为7PB，覆盖面积2,188,000万

平方千米，覆盖全球182次，大幅提

高对地观测能力。

“飞天茅台”号卫星成功发射，

不仅是茅台与欧比特合作的开端，

也是茅台集团大数据建设中的一个

新的里程碑。未来，双方将紧紧围绕

“应用牵引、技术创新、共赢共建”的

宗旨，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黑科

技”与茅台产业高密度融合，推进

“茅台制造”向“茅台智造”转变。

欧比特公司负责人表示，未来

将依托“飞天茅台”号卫星及欧比特

卫星星座，利用天空地一体化动态

监测数据，从自然资源监测、高粱种

植及估产管护、赤水河流域水源和

土壤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和安

全应急保障、卫星测绘等方向，为茅

台集团各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卫星

大数据专业技术服务，助推茅台实

现新的跨越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四川绵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严格按

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显著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吸引

力感染力影响力持续增强，凝聚了加

快建设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现代化强

市的强大精神力量。

坚持站高谋远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合力全面形成

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哪一些人或

哪些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党全民共同

的事业，要不断凝聚合力，才能推动

其不断深入发展。绵阳历届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始终

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与经济社会

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

一同督查考核。在组织领导上，市文

明委第一主任、主任分别由市委书记

和市长担任，各县市区文明委主任也

都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落实了

各级党委（党组）抓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切实履

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在安排部署

上，市委、市政府两办每年印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

市级领导多次调研和督察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定期专题研究部署精神文

明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在广泛

参与上，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出台

了《绵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实施

意见》《绵阳市精神文明建设考核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督查通

报、暗访曝光、后进约谈、动态管理等

工作机制，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

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

作合力，推动全市推深做实精神文明

建设各项工作。

坚持融入日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

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绵阳市充分利用全国公益宣传

工作推进会、全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示范县建设现场交流会在绵阳

召开的契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开展“传家风、立家规、树

家训”、评选命名“文明家庭”、征集

优秀的“绵州好家规”、文明交通宣

传、“书香绵州、全民阅读”等活动，

先后在媒体设立 20 余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专栏推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并在城乡主

干道等处设置公益广告 5600多面，

打造江油市积善园、涪城区核心价

值观一条街、兴力达志愿文化广场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阵地58

个。同时，组织创作生产了一批以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题材，富

有绵阳地方文化特色的优秀文艺作

品，以文化人，浸润心灵。

坚持注重实践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成效明显

与此同时，绵阳不断深化各类道

德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典型示范效

应，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达到新的高度。在全市以“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为主题，广泛开展“新

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传承红色基

因”、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教育实

践活动，评选表彰了360名“美德少

年”“新时代好少年”，建成全国文明

校园1所、省级文明校园48所、市级

文明校园 94 所。同时，在全市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活动。近

年来，绵阳推荐的于敏被评为全国道

德模范,刘绍英、张信威获得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11 人被评为四川省

道德模范,110人被评为市级道德模

范，21人当选中国好人，154人当选

四川好人，50人被评为“感动绵阳人

物”，50人被评为“最美绵阳人”。此

外，为了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的联动机制，绵阳市扎实推进

食品药品、医疗卫生、工程建设、金融

保险等重点领域诚信建设，落实“红

黑榜”公布机制，全市评选出诚信商

家、诚信企业367个。

坚持共建共享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持续深化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

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改造社

会、建设美好生活的创举，是提升国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

径。绵阳市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着力点，不断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文明单位创建、乡风文明建

设等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共享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巨大

“红利”。 （下转B2版）

联姻航天事业开启大数据建设新的里程碑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冠名“飞天茅台”号卫星上天

凝聚新时代绵阳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绵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钟思亮

卫星发射现场一角

“片仔癀杯”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经验交流·征文启事

为了及时宣传、报道和反

映全国各地在文明城市、文

明 单 位 、文 明 社 区 、文 明 校

园、文明村镇等创建工作中

的最新动态、好的做法、成功

经验以及在创建活动中涌现

出的感人故事、先进典型等，

为各级文明委指导创建工作

提供交流平台 ，引导各地互

相学习借鉴、共同提高创建

水平，本报特与福建省漳州

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联合举办“片仔癀杯”“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

征文竞赛”活动。

一、“征文”时间从 2018 年

11 月 2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26日止。

二、“征文”体裁不限。

三、“征文”不受地区、行业、部

队、学校、机关等限制，1800字以

内为宜。

四、来稿请注明“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经验交流·征文竞赛”

字样，写明作者姓名、地址、邮

编、电话，发精神文明报社电子

邮箱jswmb2016@163.com或邮

箱yangchu1@126.com杨初收。

电话：028—80640480

欢迎全国各地广大读者踊

跃投稿。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文明报社

本报讯（李林晅）由四川省民政

厅主办的 2019 年四川省“最美老

人”“孝亲敬老楷模”“优秀养老护

理员”颁奖仪式近日在成都举行，

杨友贵、李秀珍等30人获表彰。

2019 年 四 川 省“ 最 美 老 人 ”

“孝亲敬老楷模”“优秀养老护理

员”评选活动经过层层推荐、初

选筛查、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名

单公示、媒体宣传等环节，最终

评选出“最美老人”“孝亲敬老楷

模”“优秀养老护理员”各 10 名。

颁奖活动现场，一部部感人至深

的视频短片、一段段令人动容的

故事分享，让现场观众纷纷竖起

大拇指为获奖者点赞。

活 动 还 发 布 了“ 四 川 养 老 ”

标识，举行了四川省老年志愿服

务队授旗仪式，宣布四川省老年

志愿服务总队以及 21 个市州支

队成立。

2019年四川“最美老人”“孝亲敬老楷模”揭晓
杨友贵、李秀珍等30人获表彰

近 日 ，江 苏 省 镇 江 市 润

州区和平路街道长江村开展

了第三届撒渔网比赛，十多

名渔民来到比赛现场，分组

进行撒渔网比赛，展示渔业

生产技能，增进互动交流和

渔文化传承。 石玉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