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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精神力量 引领文明新风

我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十大创建行动综述
西部商报讯 （甘肃日报记者 徐锦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我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论述与《意见》精神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推向深入。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部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十大创建行动，
取得初步成效。

出台方案
构建主题宣传教育体系
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干部群
众的思想共识、行动指南和落实举措，今年 3 月
份，省委宣传部等 11 部门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十大创建行动，
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题公园、城区“一街一
场”、居民社区、公共场所、村级文化中心、交通路
网、校园、企业和机关的创建，力争在 1 至 3 年内，
在全省建成一个广覆盖、多功能的主题宣传教育
阵地网络体系，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值观落地生
根、落细落小。
方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政治
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组织
实施、督查落实各个环节，着力完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四个机制”建设，推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际工作融为一
体、相互促进。

榜样引领
彰显平凡与伟大
红色热土孕育红色基因。在推进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创建中，岷县充分利用中共中央西北局
岷州会议纪念馆、二郎山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在青少年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入耳入脑入心”活动，用鲜活的事例教育青少年热
爱祖国。临洮利用陇右革命纪念馆，组织党员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等党性教育 50 多
场次，参与党员干部 2000 多人次，激发了党员干
部的爱国情怀。宕昌县精心布局，让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
体，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已成为弘扬长征精神、
宣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课堂，每年
来馆参观接受教育的人数达 40 多万，其中青少年
参观人数达到 15 万以上。
崇尚先进、学习典型在陇原大地渐成风尚。
典型先进并非高高在上，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普通人。平凉市持续开展“感动平凉人物”
“ 平凉
好人”
“十佳先进人物”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持续
宣传各类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在全市引导形成
见贤思齐、争先创优、干事创业的价值取向。天水
市开展奉献天水·十大人物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开展“身边正能量，最美天水人”系列宣传活
动，广泛开展“身边好人”评树宣传活动，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中增强道德
意识、文明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立体传播
春风化雨润无声
安定区在定西湖公园周围设置了“24 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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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宣传牌，在玉湖公园设置了核心价值观照壁。
临洮县在北大街所有公交站点制作公益广告 60
幅，灯箱广告 380 幅。定西市主要商业街等处随
处可见传播核心价值观的公益广告、宣传画，银
行、通讯等服务网点的 LED 电子屏持续滚动播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 字”和讲文明树新风公
益广告。
兰州机场在 T1、T2 航站楼内设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展板，从 6 月起在 T1、T2
航站楼出港电子大屏、廊桥、旅客服务大厅、综合
枢纽等显著位置穿插滚动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公益广告，把机场建设成为宣传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阵地。
陇南市创新平台载体，依托新媒体矩阵，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阵地，开发“学习陇
南”App，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建设
“乡村大数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
新风尚，促进乡村和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农村落地生根。
全省上下紧紧围绕“十大创建行动”安排部
署，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不同载体传播核心价值
观，通过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核心价
值观融入到群众生活中。利用旅游景区特有的文
化旅游资源和特点，设置宣传主题；利用新兴媒体
资源优势，建设核心价值观“互联网+”空中宣传
阵地；各高速公路的市区县城出入口，建立宣传核
心价值观的公益广告牌、电子显示屏，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陇原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主题活动
教育宣传推动人人实践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每一个
社会成员自觉行动。参与面越广，践行核心价值
观的社会基础就越深厚。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
观，必须坚持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以教育引导实
践、以实践深化教育。
定西市利用升国旗、入党入团入队等仪式和
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核心价值观主
题教育活动，使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校园德育教育
深度融合，在电力、金融等各大企业及地方民营
企业的办公区、活动室等显要位置设置了核心价
值 观 宣 传 牌 ，在 企 业 内 部 组 织 开 展 了 岗 位 学 雷
锋、
“ 雷锋示范岗”等创建活动。全市各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窗口单位在电梯间、办公场所均
设置了核心价值观“24 字”或“图说我们的核心
价 值 观 ”宣 传 画 ，干 部 职 工 熟 知“24 字 ”主 要 内
容，引导大家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深刻解
读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用核心价
值观引领思想和行动。
白银市组织开展群众性创建活动，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白银精神相结合，先后举办了“价
值引领·铸城市之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文明有礼白银人”征文大赛等主题实践活动，
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继承创新相结合的方式，重
点突出美德少年评选、童心向党歌咏比赛、向国旗
敬礼、
“ 学党史、学国史、学市史”知识竞赛活动和
“文明进校园”道德实践等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犹如春风化雨，正贯穿
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省人民
群众的自觉行动。

兰州水车博览园 百度资料图

兰州入列 2017 年
国家园林城市拟命名名单
西部商报讯 （记者 徐静雯） 10 月 12 日，住建部网站
公布了 2017 年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县城和
城镇拟命名名单。公示期为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5 日。其
中，在国家园林城市中，兰州榜上有名。
根据《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等
相关文件要求，综合遥感测评、第三方调查、专家实地考查
和综合评议结果，经研究，拟命名江苏省常熟市等 4 个城市
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河北省黄骅市等 35 个城市为国家园
林城市、河北省魏县等 79 个县城为国家园林县城、江苏省
太仓市沙溪镇等 19 个镇为国家园林城镇。

2020 年全省建成 280 座绿色矿山

西部商报讯 （记者 徐静雯） 记者日前从甘肃省国土
资源厅获悉，我省将在用地、用矿、税收等方面积极落实相
关配套政策，努力促进国家、省、市、县级绿色矿山建设，积
极创建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构建绿色矿业发展长效机制，
到 2020 年，在全省建成 280 座绿色矿山。
据了解，我省将利用 5 年的时间，建成布局合理、集约
高效、生态优良、矿地和谐、发展良性的示范区。计划创建
金昌市（国家级）、徽县、西和县等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并
通过实施一批重点工程，使示范区内勘查开发布局进一步
优化、矿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整体提
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进一步加强，绿色矿业发展长效机制
逐步建立。
此外，我省将严格矿山地质环境的监督管理，加强矿山
地质环境调查与监测，强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强化矿山生
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监督，
对造成矿山地质环境严重破坏
的矿山，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达标的予以关闭。根据
国家和省上相关法规和政策，
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后土地的
权益分配及出资人用矿、用地等事项，建立或完善支持政策
及惩罚措施，
鼓励矿山企业
“边开采、
边治理、
边复垦”
。
利用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加快监测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重要矿区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网与信息管理系统，建
立金川铜镍矿、山丹煤矿、靖远煤矿、窑街煤矿、阿干煤矿、
华亭煤矿、马莲河流域石油采区、厂坝铅锌矿、大水金矿 9
个省级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