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京津冀考察期间，来到天津市和平
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同社区志愿服
务者亲切交流，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志
愿故事”，居民称为“阳光奶奶”的吕文
霞就在其中。近日，新华社记者回访
了吕文霞。

【情景回放】
那天，75岁的吕文霞特意穿上了

红色的毛衣。她告诉总书记：“奉献
着、快乐着。您带我们走进了新时代，
追梦路上我们决不掉队！”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
区，有一块志愿者服务“老字号”招
牌。30多年前，13位热心服务邻里

的老人，如星星之火点亮了社区志愿
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为社区志愿者们点
赞，称赞他们是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前
行者、引领者。他说，志愿服务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
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志愿者事业要
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

【吕文霞心声】

3年多时间一晃而过，总书记的
话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窝，激励着我
和志愿服务队的老伙伴们践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助人
中享受快乐。

我还特意编了一段山东柳琴，名
字叫《总书记来到咱身边》：“渤海之滨
暖如春，九河下梢天津卫，总书记来到
咱身边……”我要用这首歌唱出我们
的心声：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会把志愿

精神一代代传递下去！
总书记说，你们所做的事业会载

入史册。这句话有沉甸甸的分量，让
我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志愿精
神，让更多的人了解社区志愿服务，让
这个社会更温暖。

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休职
工，因为热心肠、好帮人，邻居们就叫
我“阳光奶奶”。这几年，虽然赶上疫
情，可我这个老奶奶还是积累了400

多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间。
这几天，社区里一些老年人出门

不方便，我就上门去给他们剪发。还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他们宣传
打疫苗的意义，呼吁大家一起筑牢防
疫屏障，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最高兴的事，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队伍。父子兵、夫
妻档，甚至全家总动员。从1989年全
国第一个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在我们
街道成立那会儿的“送煤”“送菜”“送
炉具”，到现在“送快乐”“送品牌”“送
服务”，这里头折射的是时代进步。

（新华社天津5月12日电 记者
毛振华 白佳丽）

“把志愿精神一代代传递下去”

■■■■■ ■■■■■ ■■■■■

中国新闻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邝才热A11 综合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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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5月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费迪南德·罗
慕尔德兹·马科斯，祝贺他当选菲律宾
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菲是一衣带水的
邻居、风雨同舟的伙伴。近年来，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中菲关系不断巩固提
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平

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菲两国都

处在关键发展阶段，双边关系面临
重要机遇和广阔前景。我高度重

视中菲关系发展，愿同马科斯当选
总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坚持睦邻
友好，坚持携手发展，深入推进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同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莎

拉·齐默尔曼·杜特尔特-卡彪，祝贺
她当选菲律宾副总统。

习近平向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12日同斯洛文尼亚共
和国总统帕霍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斯建交30年来，

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取
得积极成果，人文交流日益活跃，为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彰
显中斯深厚情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斯关
系发展，愿同帕霍尔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把握
好共建“一带一路”历史性机遇，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为中

斯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帕霍尔衷心祝贺中国在诸多领域
实现跨越式发展。他表示，斯中关系
源远流长，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快

速发展，经贸合作富有成效，领域不断
拓展，冰雪运动成为合作新亮点。作
为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积极支持
加强欧中关系，致力于将合作成果惠
及双方和国际社会。

就中斯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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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
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
赛道上奋勇争先。”在庆祝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
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
景无比光明”，强调：“党和国家的希
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
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党领导
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
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
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
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
青春乐章。特别是广大团员青年，以
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以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贞初心，在
民族复兴征程上勇当先锋、倾情奉献，
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中国革
命胜利，为祖国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贡
献了青春、建立了重要功勋，使实现民
族复兴成为中国青年运动一以贯之的
恢弘主流。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青年
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是有深厚
家国情怀的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
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
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先锋力量。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
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
划人生、创造历史。当代中国青年是
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
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今天，我们
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踏

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
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伟大成就
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
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
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
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
民一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
时期，拥有更优越的发展环境、更广
阔的成长空间，迎来实现抱负、施展
才华的难得机遇，广大青年要牢记党
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
负时代，不负人民，让青春在为祖国、
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
中绽放绚丽之花。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

寥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进
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也是党和
人民最殷切的希望。”新的伟大征程
上，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
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
担大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要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
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
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
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
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争
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
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
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
新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要做理想远
大、信念坚定的模范，做刻苦学习、锐
意创新的模范，做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模范，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

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用青春的能
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
湃春潮。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共青
团员、少先队员喊出响亮的青春誓
言，这是新时代中国青少年应该有
的样子。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
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永不停滞的前进姿态，勇立时代潮
头，争做时代先锋，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用青春
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
奇迹！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我国持续加大
对失业人员帮扶补助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姜琳）记者12
日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今年在持续
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价格临时
补贴等常规保失业人员生活待遇发放的基础上，
我国将失业保险保障阶段性扩围政策再延续实施
一年，并逐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
标准的90%。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在吹风会上表
示，对参保满一年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
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大龄失业人员，继
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对参保满一
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
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
发放失业补助金；对参保不满一年的失业农民工，
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下一步，人社部将全面推广经办新模式，努力
让失业人员更便捷地领到失业保险待遇。”桂桢说。

一是“免跑即领”。大力推行网上办理，失业
人员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全
国统一入口申领，或者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
12333等人社部官方渠道申领，也可以到各地人
社部门的网站、公众号申领。

二是“免证即办”。全面取消证明材料、申领
时限、捆绑条件和附加义务，失业人员无须提供失
业证明，无须转移个人档案，无须现场签到，仅凭
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

三是“免登即发”。优化申领环节，失业人员
申领失业保险金，可先发放后办理失业登记，申领
失业补助金无须办理失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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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环境违法案件立案 126宗

占全省比例20.83%

罚款共计 1369万元

占全省比例 19.84%

重大环境违法案件 19宗

●移送公安部门行政拘留10宗

●刑事犯罪2宗

●查封扣押5宗

●限产停产2宗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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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举办2022年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专题研修班，通
报2021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获奖名
单。表彰名单显示，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荣获2021年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
兵表现突出集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
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 7人被评为 2021
年海南省环境执法保护大练兵表现突出个
人；李柏董被评为全国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
表现突出个人。

据介绍，2021年1月28日，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挂牌成
立。该支队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要点为基
础，以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为抓手，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2021年，海口市环境违法案件立案126
宗，占全省比例20.83%，罚款共计1369万元，
占全省比例19.84%。重大环境违法案件19

宗，其中移送公安部门行政拘留10宗、刑事犯
罪2宗、查封扣押5宗、限产停产2宗。

同时，该支队创新执法模式，推行“执
法+服务”，使环境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企业环保意识和治污责任不断增强。举办
259家医疗机构废水废物处置管理培训班1
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企业活动7
次，举办20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管理培
训警示会1次。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海口市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作为一支年
轻的队伍，要树立理想、坚定信念，立足岗位、拼
搏奋斗。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对待工作充满
激情，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加快建设海南
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现代化国际化新海口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策划撰稿/贾嘉）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评全省先进集体
李柏董被评为全国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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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让重点生产生活物资
“进得来、转得动、出得去”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谢希瑶 边思琪）
为保运力、保通畅、促消费，商务部按照国务院物
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相关部门
一道着力打通物流堵点，让重点生产生活物资“进
得来、转得动、出得去”。

这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12日举行
的商务部网上例行发布会上说的。束珏婷表示，
商务部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快推广使用全
国统一通行证，提高干线运输效率；指导协调重点
区域建立了物资中转站，保障重要生产生活物资
接驳运输。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近期我国仓储指数在低位运行，消费恢复面临制
约。束珏婷说，商务部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
与卫生防疫部门沟通协作，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前提下，努力保障仓储物流节点正常运转；引导
重点商贸企业、重点物流配送企业等，加强对涉疫
地区的物资、人员、运力等资源调度，做好居民生活
物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配送服务。

在促消费方面，束珏婷表示，商务部将强化部
门协同联动，推动相关促消费政策措施尽早落地见
效，同时加强政策研究和储备，丰富政策工具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