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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推动社会工作人才融入全省人才队伍建设大局

开展五大类服务
900 名深圳社工助力儿童福祉提升

儿童是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据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 2007 年至今，深圳社工持续为不同儿童群体开展多元
化的专业社工服务，覆盖特殊儿童帮扶、儿童安全教育、儿童能力成长
促进、家庭教育指导、儿童工作者培力等五大类别。 目前，深圳共有 36
家社工服务机构开展儿童领域服务工作，服务儿童领域社工达 906 人，
深圳社工开展儿童领域服务总量约 45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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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 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强调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韩正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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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
动 5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 向活动的举办表示热
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生态环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保持良好
生态环境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党
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
远性的工作，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
步伐， 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习近平强调，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全党全国要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
候变化，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中国，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
出更大贡献！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
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
行者，身体力行、真抓实干，为子孙后
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在活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
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说，习近平总书记
专门发来贺信，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的高度重
视。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清洁美丽世
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党的十八大
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
位置， 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美丽中国建设。

韩正强调，要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理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 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之以恒解决群众身边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 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文
明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每一个
人的自觉行动。 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促
进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协同共进。 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在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确保群众正
常生活。 要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让生态
文明理念和实践造福世界人民。

活动开始前，韩正参观了“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主题展览。

我国自 2017 年开始连续举办六
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今年活动由
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辽宁省人民
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 （据新华社）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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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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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乡村振兴局、民政部联合印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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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印发《关于开
展 2022 年全国“民政服务机构
安全管理月”活动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组织开展全国
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活动
进行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
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全面
落实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十五条
措施，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
层压实工作责任， 深入推进全国
民政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 民政
服务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隐患， 切实保障广大民政服务
对象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环境。

《通知》强调，要紧密围绕“遵
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活动主题， 加大安全生产法宣传
贯彻力度，督促民政服务机构、服
务场所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实际负责人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
有关规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和场所开
展安全咨询，积极参与本地区“安
全生产万里行”、“安全宣传咨询
日”、“进门入户送安全”、“安全志愿者在行动”和
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 要深入分析、系统总结
围绕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等方面
的工作成效、经验做法、制度成果，特别是要注重
总结在建立健全民政系统安全管理体制机制的
创新做法，努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推动民政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
稳向好。 （据民政部官网）

值此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
场活动举办之际 ， 我谨表示热烈的
祝贺！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
基， 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是各国人民的
共同心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美丽中国建设
迈出重要步伐， 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生态文明理
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
力行 、真抓实干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
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习近平
2022 年 6 月 5 日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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