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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赴浙江考察时，
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指出，让
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前景广阔。各地城市管理者、
科研人员和大数据等行业从业者纷纷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
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了重要遵循。

“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
疫”，习近平总书记对杭州市运用城市
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

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使我们备

受鼓舞。”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
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考察的场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技术
总架构师王坚十分激动。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也让杭州数
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吴
敬传干劲更足：“数字赋能对于提升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我们要深耕产业，发挥
数据要素的能力，更好实现大数据的
场景化落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
念创新。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
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委书记张勇介绍，龙岗区近
年来持续加大智慧城市建设力度，已
建成集数据存储、运行管理、展示体验
于一体的智慧中心。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各社区依托智慧社区“防疫大脑”
分析研判、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实现了
社区联防联控工作精准化、智能化和
高效化。

面对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输入性
风险增加等疫情防控新形势，上海市

依托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一网统
管”，推进智慧防疫。上海市住建委网
格化升级工作专班负责人王明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对加快建设
智慧城市作出部署，我们将认真贯彻，
进一步完善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平
台，为智慧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不少地区将大数据广泛应
用到城市管理中，借助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更智慧。

“大数据让贵阳实现了华丽的逆
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了
我们继续前行的信心。”贵阳市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宏春表
示，未来贵阳将紧扣打造“中国数谷”

和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核心区的目标，加快推动大数据在衣
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各方面
的应用，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便利。

在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杭州
在建设城市大脑方面继续探索创新，进
一步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加快建设智慧
城市，为全国创造更多可推广的经验。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配合政府将抗疫工
作中的治理经验转变为长效机制，为打
造‘平时好用、战时管用’的现代化社会
治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疫情防控
期间参与打造杭州健康码工作的浙江
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方毅说。
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所在

的杭州市云栖小镇管委会党委书记、
主任王喆表示，小镇将聚焦杭州城市
大脑，建立城市大脑产业基地，汇聚高
层次人才，引进、培育高端企业，为加
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贡献一份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希望让吴敬传对
大数据行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给更多同行，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进一步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加快建设
智慧城市，为全国创造更多可推广的
经验而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

4月4日，庚子年清明节。中国，以
国家的名义、最高的规格深切悼念新冠
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首都
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再一次以行动宣示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亿万人民同
悲、同祭、同心。

上午10时，防空警报鸣响，汽车、火
车、舰船鸣笛，举国默哀3分钟。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万里长空，国
旗半垂，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屹立。

在湖北武汉，江水缓缓流淌，长江
大桥上车辆齐声鸣笛。在汉口江滩一
元广场，树木葱郁，牺牲烈士和逝世同
胞家属、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等社会各界500人胸前佩戴白花，参加
悼念活动，所有人共同肃立、默哀。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广场
上，人们身着黑衣，手持黄色菊花，向疫
情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达哀思。
在通往纪念碑的台阶上，黄色和紫色的
花朵拼出“缅怀”二字。

……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一
批医务人员、干部职工、社区工作者因
公殉职，把自己留在冬天，给人们带来
了春天。逆行英雄们用生命守护和拯
救了更多同胞，他们的名字写在国家历
史中，写在百姓心里。

1995年出生的护士王语嫣在襄阳
奋战了近40天。她说：“每一个生命
都是可贵的。长者带着我们勇敢驰
援，就是为了抢救生命。今天举国哀
悼逝世的烈士和同胞，我们要共同寄
托心中的哀思。”

4日清晨，约800位市民来到北京
天安门广场。市民徐先生带着上小学
的儿子前来参加仪式。“历史的长河中
总会涌现出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命运
而献身的英雄，所以我们的民族才能延
续到今天。”他认真地对孩子说。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里，总有一
些人，在历史重大节点，影响一个国家，
甚至几代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守护他人。对于英雄们最大的告慰，不
仅是悼念、追思，更要传承、笃行。唯有
如此，英雄们的精神才能永垂不朽。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逝去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14亿人共同的损失。
在清明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中慎终追远
的日子，举国同祭，向疫情中每一个远
行的生命庄重行礼。

武汉的市花是梅花。在中国文化
中，梅花有着傲霜雪的品格。在抗击疫
情阻击战中，人们见证了这座英雄的城
市、勇敢而善良的人民，见证了生命的
顽强与不屈，见证了一个个普通人的抗
争。他们爱过，生活过，为生命而坚强
拼搏过。他们的品格与勇气，在未来的
每一个春夏秋冬，将被家与国永念。

四川省人民医院的辜晓惠等参加
悼念活动的人们说，国家以最高的祭奠
向英雄哀悼，人民以最深的怀念为英雄
送行，举国哀悼是对逝者的尊重与缅
怀，也是对生命的关爱与珍视。

4日凌晨起，中央和地方媒体纷纷
将网站、客户端、微博页面调至黑白色
调，随后陆续发布悼念海报。这一天，全
国停止了公共娱乐活动。网友们在手机
页面上“点燃”蜡烛，留言寄托哀思：

——带着对逝者的思念，迎候生命
的生生不息；

——吾辈自强，勿忘此战；
——为所有付出，为所有爱和希望；
——逝者安息，英雄走好，因为有

你，祖国才强；
——好好生活、努力工作，这是对亲

人最好的缅怀，也是对烈士最深的告慰；
——记住善良与勇敢，14亿人，同

根同心；
……
自然界的绿意，是生命的味道。这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又一次前所未有
的考验。历经惊涛骇浪的岁月，历史会
记住国家对生命的尊重，这一页历史将
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未来的日子，坚强勇敢，充实而有意
义地活着，这是对逝者最深沉的缅怀；青
年和前辈共同挺起民族的脊梁，以愈挫
愈勇的斗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推动国
家进步，这是对烈士们最真挚的告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这个
目标，我们同心同德，凝聚力量，不懈奋
斗，永远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举国同悲举国同悲 万众同心万众同心
———全国各地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侧记—全国各地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侧记

4月4日，在兰州市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人
们在哀悼活动中默哀。

4月4日，家长带着孩子在湖南烈士公园的湖南烈士纪
念塔前献花。

（本版照片：新华社发）

4月4日，在法国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下半
旗志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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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医护人员在工作岗位上
参加哀悼活动。

4月4日，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下半旗志哀。

港澳各界悼念
新冠肺炎疫情
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新华社香港／澳门4月4日电
（记者丁梓懿、林宁、郭鑫）睹物思
人，抚今追昔，又是一年清明时。4
日，香港和澳门各界举行悼念仪式，
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的烈士和
逝世同胞表达深切哀悼。

当日，香港特区政府悬挂国旗及
区旗的政府机构下半旗志哀，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与特区立法会主席、
行政会议成员及特区政府各司局长
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默哀3分钟。

早上8时，位于港岛金钟的香港
特区政府总部和湾仔金紫荆广场的
国旗和区旗，升到旗杆顶部后随即
下半旗。受疫情影响，金紫荆广场
的升旗仪式由5名身穿制服的警务
人员进行，仪仗枪队及警察乐队演
奏安排取消，国歌经扩音系统播放。

“相信大家能携手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迎来春暖花开的日子。”在金紫
荆广场默哀的香港青年张先生表示，
他一直通过媒体报道关注疫情，并在
举国哀悼的日子专门前来为抗疫英
雄烈士和因疫情逝世的人们默哀。

当日，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
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中环
军营等中央驻港机构降半旗志哀。
香港升旗队总会也积极响应全国哀
悼活动，鼓励各学校参与活动。

4日早8时，澳门金莲花广场举
行升旗仪式，国旗和澳门特区区旗
升到旗杆最高点，再徐徐降半旗。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特区立法机关
和司法机关、澳门中联办、外交部驻
澳门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澳门部
队，以及澳门大中小学校、公共设施
等机构均下半旗志哀。上午10时
起，全体澳门居民默哀3分钟。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率领
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在政府总部默哀
3分钟，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烈
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中央
驻澳门机构主要负责人出席在澳门
中联办举行的默哀仪式。

在澳门筷子基坊众互助会，不少
人前来为在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
世的同胞默哀，仪式现场庄严肃穆。

参加悼念活动的澳门街坊总会
会长梁庆球说，在清明节举行这场仪
式，是为了悼念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
逝世的同胞，表示我们的哀悼之情。

台北悼念新冠肺炎
疫情逝世同胞

据新华社台北4月4日电（记者
吴济海、傅双琪）庚子年清明遥祭轩
辕黄帝典礼4日上午在位于台北的
新党党部举行。参祭人士与陕西黄
帝陵视频连线同步公祭黄帝，并深
切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
烈士和逝世同胞。

典礼开始前，新党荣誉主席郁
慕明率领近30名参祭人士代表在现
场庄严肃立。

上午10时整，郁慕明等与大陆
各地同步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
和逝世同胞默哀，表达深切哀悼。

郁慕明表示，这次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未能去陕西现场参加公祭轩
辕黄帝典礼，但遥祭的心情和去现
场是一样的，表达对中华民族人文
始祖轩辕黄帝的怀念。中华民族慎
终追远的文化源远流长，希望通过
公祭、遥祭将文化传承下去。

他还表示，今天大陆各地都在
悼念新冠肺炎疫情中逝世的同胞，
我们也要为在疫情中牺牲和逝世的
同胞默哀，向他们表达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