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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
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了小康社会，精辟概括伟大建党精
神，全面总结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
个必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更

加需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
设，以崇高道德感召鼓舞，以模范榜样示
范引领，为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立根
铸魂、凝心聚力。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守正创新，紧紧
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聚焦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思想道德建
设，宣传道德模范事迹，弘扬道德模范
精神，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
行天下的浓厚氛围，涌现出一大批事迹
突出、群众认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典
型性示范性强的先进模范，成为引领社
会向上向善的旗帜。

为充分展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
丰硕成果，激发人民群众奋进新征程的
强大精神力量，今年4月起，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
开展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按照从严把关、优中选优原则，经过
严谨规范工作程序，根据评选结果，中央
文明委决定，授予张桂梅等68名同志第
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授予李增
军等254名同志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始终
做道德的践行者、精神的引领者、时代的
奋斗者，为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开创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建设新局面，更好构筑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力
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

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
品德建设。要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传
学习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把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
群众的生动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坚实的道
德支撑。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21年11月5日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关于表彰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德耀中华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5
日晚在京举行。

颁奖仪式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老爱亲”5个

篇章，每个篇章包含播放短片、现场访谈、
颁发奖章、致敬礼赞、文艺表演等环节。颁
奖仪式大气庄重，充分体现荣誉感、仪式
感，生动展示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大力弘
扬道德模范的崇高精神，向全社会传递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鲜明价值追求。
据了解，2021年4月以来，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活

动历时半年，按照群众推荐、遴选上报、资
格审核、宣传公示、万名公众代表和全国活
动评委会投票等程序，共评出68名全国道
德模范和254名提名奖获得者。评出的道
德模范事迹突出、群众认可，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成为引领社会向上向善的旗帜。
全国道德模范每两年评选表彰一届。

截至目前，共评出476名全国道德模范和
1994名提名奖获得者。这些模范人物是道
德的践行者、精神的引领者、时代的奋斗者，

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生动诠释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集中体
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充分彰显
了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风貌，具
有鲜明的典型性示范性和引领力感召力。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共68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全国助人为乐模范（15名）

万佐成、熊庚香（女）夫妻 万佐成
系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石泉村村民；
熊庚香系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石泉
村村民

王兰花（女，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王兰花热心小组党
支部书记

王绶琯 生前系北京天文台原台长、
名誉台长，中国天文学会原理事长、名誉
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余善伟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志愿
服务联合会会长

完德尖措（土族） 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同仁市热贡龙树画苑画师、青海
省一级民间工艺师

张莹莹（女） 广东省深圳市雨燕残
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张桂梅（女，满族）云南省丽江华坪
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张菊香（女） 辽宁省金秋医院名誉
院长

张超凡（女） 吉林省超凡梦想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

周永开 四川省达州市纪委离休干部
周维忠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仪征市供电分公司滨江业务所运维采集

班副班长
都贵玛（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
曹鹏 上海交响乐团离休干部
崔崑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
蒋诚 重庆市合川区隆兴镇玉河村

村民

二、全国见义勇为模范（10名）

王亮 陆军步兵学院学员
朱海义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城关

镇青泥社区居民
汪勇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江汉

分部经理
张旭峰 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东关

镇后坡居民
陈陆 生前系安徽省合肥市消防救援

支队庐江县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
陈素珍（女） 福建省蓝天救援防灾

减灾中心总队长
拉齐尼·巴依卡（塔吉克族）生前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护
边员

赵利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青云街
道管家洼村村民

盛恩利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
市彭山供电分公司谢家供电所台区经理

崔译文（女）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生

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13名）

王刚 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支队长
支月英（女）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

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
刘习明 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院长
杜海宽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

有限公司包头西机务段包头运用车间电
力机车司机

杨波（苗族）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
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宋金和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博物馆
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分馆馆长

周飞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
心重症医学科主任

胡拥军（哈萨克族）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一八一团六连职工

郭万刚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
沙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

徐振明 吉林省通化市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中心离休干部
谢立亭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阜桥

街道牌坊街社区居民
路生梅（女）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

民医院退休医生
糜林 生前系江苏省镇江市农业科

学院果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四、全国敬业奉献模范（22名）

艾爱国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
司焊接顾问

尼玛扎西（藏族）生前系西藏自治
区农牧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刘虎 生前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
什地区伽师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
王焯冉 祁发宝系新疆军区某部军官；
陈红军生前系陆军某边防团营长；陈祥
榕生前系陆军某边防团列兵；肖思远生
前系陆军某边防团班长；王焯冉生前系
陆军某旅班长

孙景坤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
镇山城村村民

李俊贤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原院
长、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夏 生前系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
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县监委派出
荆州乡监察专员

杨孟飞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第五研究院探月工程三期探测器系统
总指挥、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邱海波 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何巧（女）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
分局磁器口派出所民警

汪品先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
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连钢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别专家

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定宇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公共卫生总师

竺士杰 浙江宁波北仑第三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桥吊班大班长

赵庆祥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邢台供电分公司桥东供配电中心供电抢
修一班班长

黄诗燕 生前系湖南省株洲市政协
副主席，中共炎陵县委书记

梁小霞（女） 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内一科护士

景海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特级航天员

赖宣治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七星小学副校长

樊锦诗（女）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戴明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10部队

部队长

五、全国孝老爱亲模范（8名）

刘羲檬（女）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生
张志旺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码头

李镇王明庄村村民
张顺东、李国秀（女）夫妻 张顺东系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
箐小组村民；李国秀系云南省昆明市东
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村民

张舜华（女） 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
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退休医生

陈重私 中建一局北京分公司海口
国际免税城项目部机电部机电工长

段肇谊（女，土家族）天津市和平区
南营门街道竞业里社区居民

徐玲玲（女）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
涪陵区税务局老干部科二级主办

章宬（女）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职工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书》的通知
符燕玲：

2002年10月1日，贵我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
我方将位于头泗村的地块出租给贵方，贵方按年支付5160元租
金，租期为50年。现贵方自2020年1月起未缴纳租金，且该合
同未依法取得我方村民代表的表决通过。截止目前，经我方多次
催告，贵方一直未按时支付租金，根据《民法典》规定，贵方已构成
违约。《土地承包合同书》已不能继续履行，为避免损失扩大，我方
正式通知贵方，自即日起解除贵我双方于2002年10月1日签订
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要求贵方归还土地并支付租金和相应违
约金。

特此通知。
临高县新盈镇龙兰村委会头泗村民小组

2021年11月4日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司定于2021年11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主要议题: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二、参加会议人员:2021年11月22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或委托代理人；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三、参加会议表决办法:自公告之日起向公司董事、监事和股

东邮寄会议资料，请股东于2021年11月23日15时之前将表决

后的议案表决表邮寄、传真、电邮或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由

于地址不详或有变动原因，未能收到会议资料的股东，可在表决

期限内电话联系索取或来公司领取，过期未联系的，视为放弃参

与本次会议的表决。

四、其它事项: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11号

华能海南大厦附楼101室（邮编：570311）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 真：（0898）68567808 68520728

电子邮箱：10236244@qq.com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6日

11月5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可持续
发展科学卫星1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

这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
体现了中国对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
贡献。

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
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
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涉及
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生态系统保护、人
居环境改善等，旨在推动解决社会、经济
和环境等问题。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实施，面临对数据和方法的迫切需求。
为此，针对全球SDGs监测、评估和科学
研究的需要，研制、运行系列可持续发展
科学卫星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地球大数据资源获取的有效
途径和研究地球系统科学的重要手段，
空间观测能够为全球SDGs的实现做出
特有贡献，能够有效地服务表征人类活
动与地球环境交互作用的SDGs指标研

究。”“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首席科
学家、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主任郭华东院士说。

据悉，“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
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卫星在轨运
行后，其数据产品将面向全球进行共享，
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
展SDGs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

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
精细刻画

针对全球SDGs监测、评估和科学
研究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
号”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
画，服务全球SDGs的实现，为表征人与
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提供支撑。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为太阳
同步轨道设计，搭载了高分辨率宽幅热
红外、微光及多谱段成像仪三种载荷，轨
道高度为505公里，倾角为97.5度，空间
分辨率分别为30米和10米，幅宽为300
公里，11天可实现全球覆盖。

卫星设计有“热红外+多谱段”“热
红外+微光”以及单载荷观测等普查观
测模式，可实现全天时、多载荷协同观
测。同时，拥有月球定标、黑体变温定

标、LED灯定标、一字飞行定标等星上和
场地定标模式，保证了精确定量探测的
需求。

郭华东介绍，“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1号”对地表进行宏观、动态、大范围、多
载荷昼夜协同探测的优势，有助于研究

城市化水平、人居格局、能源消耗、近海
生态等以人类活动为主引起的环境变化
和演变规律，探索夜间灯光或月光等微

光条件下地表环境要素探测的新方法与
新途径。

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是中
国实质性贡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重要体现，是体现大国担当
的具体行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
俊说。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由中国
科学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项
研制，是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
心规划的首发星。

依托中科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大数
据国际研究中心，是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
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
科研机构，旨在针对议程实施过程中存在
的数据缺失和技术缺乏等问题，开展数据
服务和科技支撑能力建设，为联合国相关
机构、成员国提供全方位数据共享、科技
支撑、决策支持和智库服务。

“期待与国内外相关机构一起，通过
全球数据资源的有效获取和共享共用，
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
的数字鸿沟做出贡献。”郭华东说。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记者张泉）

我国成功发射广目地球科学卫星，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看点解析

广目地球科学卫星（又称“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成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郑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