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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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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开花 持续推进
多地社工服务体系建设逐渐完善

助力疫情防控 社工在行动
� � 与其他群体相比，专业社会工作者在链接社会资源、服务困境
群体、提供精细化需求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在服务疫情防控大
局中，各地社会工作者积极响应，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忙碌在疫情防
控工作一线。 在此过程中，各地政府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广
大社会工作者创新方式，更加高效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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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出版的第 8 期《求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促
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发展》。

文章强调，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
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
基本制度保障， 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
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
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 要加大
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
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完善覆盖
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社会保
障安全网，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文章指出，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
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

更加突出的位置， 推动我国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目前，我国以社
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功能完备的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我们坚持发挥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政治优势，坚持人民至上、共同富裕，
坚持制度引领，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实
事求是，成功建设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坚持和发展这些
成功经验，不断总结，不断前进。

文章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树立
战略眼光，增强风险意识，拓展国际视
野，科学谋划“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社会保障事业。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一个道理， 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
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
船，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

文章指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 要
准确把握社会保障各个方面之间、社会
保障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改革的
联系， 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

确保各项改革形成整体合力。 要加快实
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符合社会
保险“大数法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要求。 要坚持不懈、协同推进“三医联
动”。 要合理把握改革方向、节奏、力度，
加强舆论引导，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共
识和合力，推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项
改革任务平稳落地。

文章指出， 要推进社会保障法治
化，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会保障事业
健康发展。 要加强社会保障精细化管
理，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要发挥好
社会保障在应对疫情影响方面的积极
作用，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针对突发重
大风险的应急响应机制。

文章强调，要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
规范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坚持国家
顶层设计，做到全国一盘棋。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深化对社会保障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把握规律，统筹协调，抓好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各项改革方案的贯彻落
实，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上
不断取得新成效。 （据新华社）

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

近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深入落实
中央关于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决策部署，精准发力，有效打
击， 依法关停了 2022 年第二批
10 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新媒
体账号，清除了有关关联网页。

自 2021 年 3 月 20 日进一
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 民政部会同有
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
已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进
行排查， 已分八批次关停了 91
家处于存续状态的非法社会组
织网站及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
账号， 进一步夯实了线下打击
整治成果， 巩固了线上线下治
理闭环。

此次关停操作涉及中国汽
车房车露营联盟、 中国航空医
疗救援联盟、80 后养老事业联
盟、 中国名牌产品品牌管理中
心、 中国产品质量检验监督中
心等 10 家已被取缔的非法社
会组织。

民政部将持续保持高压打
击态势， 加强网络监测与排查，
线上线下同步查处，坚决铲除非
法社会组织的滋生土壤。 对于性
质恶劣、屡教不改的非法社会组
织发起人，还将提请工信部门依
法纳入违法互联网站（主办者）
黑名单。 （下转 04 版）

1988年的上海大疫情，是这样战胜的
谁又记得，35 年前的上海，也经历了一次大考验？
1988 年，1250 万人的上海，31 万人感染了甲肝。短短两个月后，病情褪去。这场疫情的暴发，让上海成为了中国首个“防

疫样本城市”。 彼时上海虽然采取了严格措施，但没有完全切断与疫情高发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 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在防
治中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值得被记录。 16 版 慈善传统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自 4 月 15 日起，党的二十大
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正式启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二
十大于 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开
展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
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
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 走好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

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适应
互联网时代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据悉， 此次网络征求意见的时间
为 4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在此期间，
广大人民群众可通过人民日报社、新
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官网、新
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开
设的专栏提出意见建议。

此次网络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包
括 8 个方面： 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于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 关于积极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关
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意见建议，有
关部门将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研究，
为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