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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提升社区防控能力
北京发文引导社会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

河北石家庄：
社工+志愿者多方合力服务“一老一小”

记者从石家庄市民政局了解到，石家庄市栾城区以创建全国未
成年人保护示范区为契机，将“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站）、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站）和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站 ）”三个阵地高效融
合，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合力 ，探索开展 “一老一
小”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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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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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5 月 12 日， 民政部召开全
国打击整治养老服务诈骗专项
行动第一次推进会，传达学习 5
月 7 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第一次推进会议精
神， 部署推进养老服务领域打
击整治环节的阶段性目标任
务。 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 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
行动， 是推动养老服务事业健
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各级民政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高度重视， 切实在养老服务领
域抓紧抓细抓实。 经过前一阶
段的摸底排查和宣传发动，全
国打击整治养老服务诈骗专项
行动开局良好。

会议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
迅速形成严打高压态势，持续加
强宣传教育， 畅通举报渠道，打
出声势。 要加强投诉举报线索
核查，紧盯重点问题线索，认真
做好核查处置。 要把握时间节
点， 在 5 月底前集中完成复查
“回头看”，对照“四看”重点任
务，确保排查全面准确、不留死
角。 要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建
立风险管控名单， 一案一策，妥
善处置化解风险， 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络，建
立完善工作机制。 要将宣传发动工作贯穿始终，
持续营造强大舆论声势， 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梳
理典型案例，扩大社会面宣传，实现养老服务机
构防诈骗宣传教育全覆盖，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识
别防骗能力。 （下转 03 版）

5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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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

文章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
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
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文章指出，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
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
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
好，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
糕” 切好分好。 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
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要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 提高经
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 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提高劳动
者素质。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处理
好效率和公平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
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
度安排。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重在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
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

文章指出，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
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 要
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同时有效控制
资本的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
灯”，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依法加
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 支持和引导资
本规范健康发展，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
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

文章指出，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
级产品供给保障。 保障好初级产品供
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必须加
强战略谋划，及早作出调整，确保供给
安全。要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约
战略，推进各领域节约行动。增强国内
资源生产保障能力。 优化海外资源保
障能力。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的饭碗应该
主要装中国粮。 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确保口
粮绝对安全、 谷物基本自给， 提高油
料、大豆产能和自给率。

文章指出，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发
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继
续按照稳定大局、 统筹协调、 分类施

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
置工作。 要依法合规，压实责任，强化
能力建设， 有充足资源， 各方广泛配
合，提高跨市场跨行业统筹应对能力。

文章指出，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
达峰碳中和。 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
务。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
移，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稳
中求进，逐步实现。 要坚持全国统筹、
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
风险的原则。 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
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
源消纳能力。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加快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科学考核，完
善能耗“双控”制度，加快形成减污降
碳的激励约束机制。统筹做好“双控”、

“双碳”工作，防止简单层层分解。深入
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据新华社）

2022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海南考察。 这是 11 日下午，习近平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向村民们
挥手致意（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民国时期的残疾人事业
民国时期的残疾人事业已经开始并逐步经历由传统慈善向近现代社会福利转型， 在立法和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基

础性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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