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指定媒体

社长：刘京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37 电话：010-65953695 传真：010-65860192 读者热线：010-65860192 零售：3．0０元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致读者：感谢您对本报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稿。 读者热线：010-65953696 投稿邮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
公益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０１５０

２０22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二
第 012 期 总第 4706 期 本期共 16 版

ｈｔｔｐ押 ／ ／ ｗｗｗ．ｇｏｎｇｙｉｓｈｉｂａｏ．ｃｏｍ

1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 期《求是》
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文章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
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 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
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
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面向未来，我们要
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发展安全两件
大事， 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
场景优势，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
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 这些年来，我国数字经
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 同时，我们要
看到，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
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
优。 还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
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
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 而且违反法律法
规、 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

文章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的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
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
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文章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
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规范数字经
济发展，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积
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文章指出，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
展大局。 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
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
和体制机制建设。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
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增
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 强化安全意
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 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
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
会基础。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更伟大胜利不懈努力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侧记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走进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校园，处处可感学习、思考、求索的热潮。
1 月 11 日至 14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行。 习近平总书

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重视战略策略
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等五个问题，强调要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决议，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02 版 专题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周恩来捐赠二三事
在《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里，有这样一则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

尽力……”这位“君”，正是周恩来总理。

16 版 慈善传统

1 月 12 日，民政部召开全
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 总结 2021 年工
作，研究部署 2022 年工作。 民
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1 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是党和国家
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 一年来，各级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机关统筹政治功能与
法定职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引领
90 余万家社会组织心系“国之
大者”、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 ，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
局。 一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引领和推动广大社会组织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深入实施“我为企
业减负担”等专项行动，累计
为企业减负 56.54 亿元， 惠及
企业 155.4 万余家，推动“办实
事、解难题、送温暖、传党恩”
在社会组织领域走深走实。 二
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聚焦影响国家安全、 社会安
定、 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打
击整治 3400 多家非法社会组
织，清理 47147 家“僵尸型”社
会组织， 整顿 268 家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命名，将 5773 家社会
组织列入活动异常名录、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营造清朗发展
环境。 （下转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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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统筹建设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邦华答记者问 03 版 新闻

西安：“云社工”平台打通供需通道
“社工+志愿者”合力战疫
� � “快帮帮我们！缺药！ ”1 月初，正是西安战疫的关键时刻，
“云社工”平台上收到了 30 名肺结核患者的紧急求助。 疫情
来袭后，西安市胸科医院医务人员组成的志愿团队发起了为
结核病患者送药的志愿行动。 当时全市战疫紧张，为了快速
将救命药送到患者手中，“云社工”平台志愿者小云在后台接
到需求后， 一刻不停在线上筛选满足条件的送药志愿者，及
时对接患者和医院志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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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公益创业：
继续探路前行

从 2015 年至今，作为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发展的最
新风向标，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已经连续举
办 5 届。 公益创业赛自创办以来，一直伴随和推进着公
益创业项目和发展模式的快速升级迭代。 发展至今，志
愿服务公益创业项目都有哪些探索与创新？ 志愿服务
公益创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未来青年志愿者们的公
益创业之路又该如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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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习近平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
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
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
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
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
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
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长期以来， 我一直重视发展数字
技术、数字经济。 2000 年我在福建工
作期间就提出建设“数字福建”，2003
年在浙江工作期间又提出建设“数字
浙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强调
要发展数字经济。 2016年在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拓展经济发展
新空间； 同年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
州峰会上首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的倡
议， 得到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的普遍
认同；2017 年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
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
中国，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
经济， 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
发展；2018 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加快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1 年在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
出，要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
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
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
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下转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