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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莹）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系列活动将于 9月在我市举
行。6月23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徐立毅赴高新区调研活动筹
备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
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网信部
门安排部署，坚持“技术领先、形
式新颖、参与广泛、影响深远、实
效突出”的目标，拓展思路、创新
形式、突出宣传，把活动办得更有
创新性、更有影响力、更有带动

力，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
能，积极构建人才培养、技术创
新、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徐立毅来到紫荆网络安全信
息科技园，认真听取网络空间安
全科技馆规划建设、展陈等情况
汇报。在网络安全科技馆项目，
徐立毅实地察看科技馆政企安全
区、“强网杯”永久赛址建设情况，
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随后又
听取了活动筹备、赛事筹备、官网
建设等情况汇报，对筹备工作进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徐立毅指出，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是我省、我市今年承办的
一项重要的高规格活动，是重要
的政治任务，也是推动郑州新兴
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更是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对我们组织
大型活动能力的一次现实考验。
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坚持”的重要
批示，更加主动担负起责任，出色
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活动
办扎实、办出彩。

徐立毅强调，要聚焦“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活
动主题，突出抓好宣传这个关键
工作。统筹好对行业和对社会宣
传之间的关系，提高宣传的针对
性和影响力；统筹好宣传工作与
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关系，努力
把成果留下来、把产业带起来；统
筹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线上
线下活动的关系，以线上活动为
主，有重点地安排组织线下活动，
更好实现宣传周活动目的，有力
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徐立毅要求，要紧紧依靠中

央和省委网信办的资源整合力
量，充分发挥信息工程大学的号
召力和人才优势，办好“强网杯”
竞赛、线上线下展览等重点活动，
扩大影响力，提高活动实效。高
新区要以宣传周活动举办为契
机，增强定力、持续深耕、久久为
功，探索一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的新路子。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联
动、统筹协调、共同发力，协同合
作把活动办出成效、办出特色。

牛卫国、黄卿、史占勇参加
调研。

徐立毅调研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筹备工作时强调

围绕更有创新性更有影响力更有带动力
办好系列活动促进网络安全生态建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
艳竹）昨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广灿主持会议，副主任
法建强、张春阳、袁三军、王福松、
孙黎、宋书杰、蒿铁群参加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 51名，出席会议 50名，出席人
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时就“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
要讲话精神。

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案
的说明、关于市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变动情况的代表资格审
查报告；听取了关于中小学校午
餐供餐及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报

告、关于郑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郑
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
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关于
修改<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的决定(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

会议还书面听取了《郑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检察建议工作的决议(草案)》。

副市长吴福民，市监察委、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
责同志，市农委、市教育局、市司
法局、市住房保障局、市交通局负
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市人大议题相关专门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议题相关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市纪委监察委驻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和12名
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七次会议

记者近日从“出彩河南人”
2020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组
委会获悉，2020最美教师 20名
候选人已经正式产生。自即日
起，公众可通过网络、微信等途
径进行投票。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
师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主
办，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河
南教育报刊社教育时报、河南省
教育发展基金会承办。旨在挖掘

宣传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
优秀教师典型，激励广大教师弘
扬抗疫精神，争当最美教师，争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引导全社会关心教师队伍建
设、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为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全
省各地、各学校高度重视、积极
参与。截至 6月 2日，组委会办
公室共收到各地、各校上报事迹

材料 143件。组委会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和向基层一线教师倾
斜、向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表现突
出的优秀教师倾斜的原则，经过
初评，最终确定了 20 名候选
人。同时，组委会还建议将远程
辅导武汉学生的优秀班主任团
队作为“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
教师特别奖推荐候选人。

现将候选人名单公布，请大
众积极参与，踊跃投票，选出您
心中的“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
教师。本报记者

扫码参与投票

“出彩河南人”
2020最美教师候选人出炉
公众可通过网络、微信等途径进行投票

1.王红玉 濮阳市第五中学教师
2.王明航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师
3.王晓琳 济源第一中学教师
4.白会娟 洛阳市嵩县饭坡镇青
山村小学教师
5.刘玉香 新乡市辉县市文昌中
学教师
6.孙妞妞 河南科技大学教师
7.麦陆南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教师
8.李 慧 新乡医学院教师

9.李瑞芬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教师
10.何小龙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
学教师
11.何光静 信阳市商城县余集
镇龙河小学教师
12.陈沁梅 焦作市沁阳市实验
中学教师
13.尚宇红 河南工业大学教师
14.胡金吾 南阳市宛城区溧河
乡第二初级中学教师

15.贾福霞 河南省实验小学教师
16.黄志昂、李霞夫妇 河南大学
教师
17.常新梅 驻马店市新蔡县余
店镇中心小学教师
18.彭群浩 周 口 市 淮 阳 中 学
教师
19.童长窝 商丘市虞城县稍岗
镇冯庄小学教师
20.冀贺娜 漯河市召陵区实验
中学教师

“出彩河南人”2020最美教师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远程辅导武汉学生的优秀班主任团队：
乔朝霞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教师
王三朝 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王 南 开封市金明中学教师

特别奖推荐候选人

注：特别奖推荐候选人不参与网络投票。

扫码参与投票

投票平台：“河南省教育厅”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大象
新闻客户端、“教育时报”微信公众号

投票时间：2020年6月24日8时~6月30日8时

郑州发布：城市的建设者记
录者推动者。

一周岁，从0到300万用户与
城市一起成长。

2019年 6月 18日，郑州发布
发了第一篇推文；2019年 6月 20
日，郑州发布迎来第一篇10万+；
2019年 9月，“全国民族运动会”
的话题，让郑州发布上了全国热
搜；2019年 10月 13日，郑州国际
马拉松，开启一场城市的奔跑；
2019年 11月 2日，第十二届“汉
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举
办，让郑州的美誉传播世界；
2020年 1月 24日，春晚郑州分会
场的设立，让全球华人看郑州；
2020年 1月 25日，抗击疫情开
始，发布了23道通告和3封家书：
《没有哪个寒冬不可逾越，没有哪
个春天不会来临》《让我们心系阳
光，逆风成长》《越是最吃劲儿 越
要鼓足劲儿 乡亲们再努把劲
儿》，在疫情期间温暖了一座城。

2020年 2月 19日，郑州发布
上线了口罩预约系统，为郑州市

民提供 695万只口罩；2020年 2
月，郑州发布的微博迎来第100万
个粉丝；2020年2月25日，在全国
政务微信榜单排名中，郑州发布
排名第十，在地方政务平台排名
第二；2020年3月，郑州发布迎来
微信的第301万个粉丝；2020年5
月20日，在新浪微博的实时话题
榜单中，郑州发布排名第一。

有读者留言：每当朋友问我郑
州这样那样的政策时，第一时间推
送的就是郑州发布的链接；当朋友
问消息的真假时，我第一时间去郑
州发布查……权威的政务平台，从
郑州发布开始了解郑州、爱上郑州。

未来日子里，郑州发布将继
续记录城市的美好。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海萍

“郑州发布”一周岁了！

扫码关注郑州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