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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的工作目标是：理论武装占领新
阵地，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进一步巩固；文化培育取得新成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
民群众网上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健康
丰富；道德建设迈出新步伐，网民思
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向上向善、诚
信互助的网络风尚更加浓厚；文明
素养得到新提高，青少年网民网络
素养不断提升，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治理效能实
现新提升，网络生态日益向好，网络
空间法治化深入推进，网络违法犯
罪打击防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创
建活动开创新局面，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网上有效延伸，网络
文明品牌活动巩固提升，网络空间

更加清朗。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

思想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互联网内
容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
心走实。加强重点理论网站、公众
账号、客户端建设，紧密结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有针对性地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
动。精心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
加强网络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打
造“现象级”传播产品。深入推进媒
体融合发展，实施移动优先战略，加
大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重点
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移动端建设推
广力度。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
文化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网络文化建设，广泛凝聚新闻
网站、商业平台等传播合力，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到广大网民
中、传导到社会各方面。深入开展
网上党史学习教育，传播我们党在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

的伟大成就，弘扬党和人民在奋斗
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激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活力，打造广大网民喜闻乐见
的特色品牌活动和原创精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
供给，引导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
等平台和广大网民创作生产积极健
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产品，举办
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
道德建设。强化网上道德示范引
领，广泛开展劳动模范、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优
秀志愿者等典型案例和事迹网上宣
传活动，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网络文明环境。深化网络诚信
建设，举办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品
牌活动，大力传播诚信文化，倡导诚
实守信的价值理念，鼓励支持互联
网企业和平台完善内部诚信规范与
机制，营造依法
办网、诚信用网
的良好氛围。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
行为规范。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规则，鼓
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文明创建工作
制定出台符合自身特点的网络文明
准则，规范网上用语，把网络文明建
设要求融入行业管理规范。着力提
升青少年网络素养，进一步完善政
府、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网络
素养教育机制，提高青少年正确用
网和安全防范意识能力，精心打造
青少年愿听愿看的优秀网络文化产
品。健全防范青少年沉迷网络工作
机制，依法坚决打击和制止青少年
网络欺凌，保护青少年在网络空间
的合法权益。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
生态治理。深入开展网络文明引
导，大力强化网络文明意识，充分利
用重要传统节日、重大节庆和纪念
日组织开展网络文明主题实践活
动，教育广大网民自觉抵制歪风邪

气，弘扬文明风尚。进一步规范网
上内容生产、信息发布和传播流程，
深入推进公众账号分级分类管理，
构建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为
依托的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深
入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
动，深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
众账号、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
不文明问题治理，开展互联网领域
虚假信息治理。健全网络不文明现
象投诉举报机制。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空间
文明创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充分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
作用，加强网民网络文明素养实践
教育基地建设，推动基层开展网络
文明建设活动。深入实施争做中国
好网民工程，引导广大网民尊德守
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导全社
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化网络
环境。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深化公众账号、直播带货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理

如果说购买一套房子更多的是
感性考量，那么钟情一个项目的物业
服务绝对是理性的抉择。不可否认
的是，碧桂园的物业服务是有口皆碑
的，其物业服务实力稳居中国物业服
务百强企业综合实力前三，并且连续
10年获得超90%业主的满意评价。

据了解，截至2020年6月底,碧桂

园集团业务已遍布国内 31个省份
1235个县、镇区，是行业内布局最广
泛的房企,已拥有超过 450万户主
业。“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步伐绝不会
停下来,14亿勤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
的脚步绝不会停下来。”碧桂园集团
董事会主席杨国强曾多次表达对城
镇化战略的信心。

而此次“云系”产品的集中亮相，
也意味着碧桂园陕西区域全新时代的
开启。碧桂园陕西区域将以“云系”产
品理念为基础，强基固本，以客户为中
心，不断更新城市向上生长的维度。
以云端生活致敬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
求。赋能城市人居脉搏，助力古城向新
一线国际都市更新。 本报记者刘姝

深耕西安碧桂园“云系”三盘精彩亮相
今天，陕西正式迎来了“全运会”的高光时刻，在关注体育盛会的

同时，近年来三秦人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在某个方面成为了社会
瞩目的焦点。据了解，继8月20日碧桂园·云府、8月26日碧桂园·云
墅项目分别开盘登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碧桂园·云顶项目三
期也即将上线登记。众所周知，“云系”作为碧桂园旗下高端产品系，广
受业界赞誉。近期，“云系”三盘几乎同一阶段亮相大西安，将给西安市
场、市民哪些惊喜和不一样的体验呢？

标杆理念定义“云系”作品礼献三秦人居

信息显示，历经 29年的发展，
经过情景化、多元化、标准化等数次
迭代，从早期的基础功能层面诉求
到现阶段人文精神层面需求的持续
变化，迄今，碧桂园住宅产品已经历
了五次迭代。即将上线的“云系”作
为碧桂园旗下高端产品系，与碧桂
园旗下“星、府、天”系产品最大区别
是定义为“创新引领，高性能的轻奢
美宅”。

2015年，碧桂园依托集团强大
的建筑技术研发能力来到西安，为

西安这座蕴含着数千年民族智慧古
城重塑现代城市人居概念。以匠
心、良心、初心焕新古城活力，碧桂
园陕西区域秉承稳基固本，客户至
上的理念，带着对美好生活方式的
不断探索，以匠心雕琢空间。历经
1800多个日夜对城市深刻的感悟与
认知，集顶尖团队力量，以全新居住
生态空间献礼这座文明之都。三大

“云系”产品的诞生，是碧桂园陕西
区域以厚积薄发之力，为这座盛世之
城开启生活复兴奉上的最佳贺礼。

核心区位搭配精工品质成就高端产品

2020 年 3 月，作为碧桂园“云
系”产品代表的碧桂园·云顶项目
首开，凭借每 20天开盘一次，年销
85亿元的优秀业绩，成为碧桂园在
陕西的品质标杆项目，更成为备受
购房者追捧的网红项目，由此，凸
显出“云系”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首当其冲是苛刻的择址要求，
以碧桂园·云顶为例，坐落于西安
城 市 核 心 区 域—— 曲 江 ，坐 拥
CCBD商圈，享受曲江+航天双板块
已兑现的成熟配套，这里是历史文
化的传承地，无论是文化资源，生
态资源，地段价值，都是这座城市

最优的聚集地。地铁、环线、绕城
等完善的交通均覆盖在项目周边，
从项目出发，5分钟可达绕城高速，
从绕城通达全西安。此外，项目周
边还集合了西安最高端、最顶级城
市配套，国际学校、网红书城，以及
红遍全国的大唐不夜城、全国顶级
酒店W酒店等均在项目周边。

在选择设计团队方面，碧桂园
甄选了具备一线城市设计成果，有
过高端项目设计经验，且对西安有
深刻了解和认知的国内顶级设计
团队——上海日清设计和朗道国
际，亲自操刀云顶项目的建筑和景

观设计。在这个标准下，碧桂园·云
顶项目的设计采用了现代建筑的设
计风格，强调线性、面的应用，通过
局部铝板+超大玻璃的构件，使建筑
外立面看起来轮廓清晰，呈现简约
挺拔的公建风格。碧桂园·云顶项
目室内层高均高于 3米，更高的层
高，代表着更大的开窗比和更好的
采光通风，使居住体验更舒适。去
年网红产品 230㎡户型，采用 270度
环幕大玻璃，侧面的窗户长度达到

7.95米，几乎与整面墙的宽度一致，
极大地提升了窗户整体通透性。

不可否认的是碧桂园·云顶项
目的高品质更体现在装修标准的

“高”上，在部分房企控成本、降标
准的背景下，碧桂园在装标选材上
依旧定位于甄选国际一线顶尖品
牌，即将推售的碧桂园·云顶项目
C 区为 143㎡、190㎡、230㎡的产
品，起步面积也采用纯进口德国柏
丽橱柜，这是顶尖豪宅都不舍得用

的配置，这个品牌的产品在建材家
居城市场报价 13万元/套左右，而
且以上面积段产品全屋均采用中
央空调。大面积产品采用的均是
德国杜拉维特洁具和高仪五金，仅
这个品牌的马桶在建材家居城的
市场报价都在 6.5万元/套左右，由
此不难看出碧桂园在选材上的担
当与用心，不负 2000+业主的认可
和信赖，不惜成本打造品质人居社
区的决心。

初心服务奠基宏伟战略点亮甄选生活

为支持汉中市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
汉中市汉台区应急管理局党委积极响应区
委、区政府的倡议，开展“守护安全·奉献爱
心”抗洪救灾捐款活动，局系统全体党员干部
踊跃参加，献出爱心。

活动中，该局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捐款，全
体干部职工积极跟进，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

抗洪救灾。
目前，所募集款项已上缴至民政局专项资

金账户。此次捐款献爱心活动的顺利开展，进
一步增强了大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有利
于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助推
全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上新的台阶。

陈立英 杨旭

汉台区应急局组织开展“守护安全·奉献爱心”捐款活动
为答谢广大安康市民对十四运会马拉松

游泳项目在瀛湖举办所给予的关注与支持，瀛
湖景区特此邀请所有安康市民免费游园——
这是瀛湖景区首次向全体安康市民发出的免
费邀请活动！

免费时段从 9 月 15 日起至 9 月 27 日结
束。在此期间，外地游客可持身份证享受景区
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保证游
客安全，景区暂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等级地

区的游客以及 14日内有中、高风险等级地区
旅居史的游客。所有游客进出景区时须佩戴
好口罩、配合体温测量、出示健康码和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保持1米线距离，做好个人防护。

另外，对于十四运会安康赛区涉赛人员，
凭十四运会本人工作证件，即日起也可享受免
费游园政策，免费时段持续到12月31日。

瀛湖景区温馨提示：因前期陕南汛情较为
严重，造成瀛湖景区稍受影响，还请广大游客
理解与支持！ 杨小刚

@所有安康市民 瀛湖邀您免费游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