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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天下：近代闽商慈善的根本理念
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异军突起的闽商慈善现象值得关注，闽南善商群体则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近代的闽商实

力雄厚，在公益慈善领域也积极有为。 杰出闽商曾少卿、林瑞岗、胡文虎、李清泉等人，开创了新的慈善模式和管理方式，
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慈善模式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慈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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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
调研丽江市社会工作开展情况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最高检与首师大共建未成年人检察
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基地
� �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
体系研究基地协议签署仪式暨研讨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方复全签署合
作共建协议并为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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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会管理信息指定媒体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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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星期二
第 147 期 总第 4841 期 本期共 16 版

ｈｔｔｐ押 ／ ／ ｗｗｗ．ｇｏｎｇｙｉｓｈｉｂａｏ．ｃｏｍ

民
政
部
举
行2022

年
第
三
季
度
例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8 月 1 日出版的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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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
是鲜血生命铸就的， 永远值得我们铭
记。 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
得来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 人民军队
的历史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
激励我们向前。 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
国人民实现解放， 有赖于一支英雄的
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
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 必须加快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文章指出，1927 年 8 月 1 日，南
昌城头一声枪响， 拉开了我们党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就英
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
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
在了一起。 90 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
烟战火， 一路披荆斩棘， 付出巨大牺
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
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文章指出，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
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 形成了一整套
建军治军原则， 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
略战术， 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彰
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改
革创新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战斗精神
的伟大力量， 彰显了革命纪律的伟大
力量， 彰显了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 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
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 这是我
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
破的真理； 崇高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
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与时
俱进， 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康庄大
道；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
的比拼；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有
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
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
的强军目标， 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
指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人
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 组织形

态重塑、 力量体系重塑、 作风形象重
塑，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推
进强军事业，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保人民军队永远
跟党走； 必须坚持和发展党的军事指
导理论，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军事理
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
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 锻造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水平； 必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
展， 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 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
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文章指出，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中国军队将一如
既往开展国际军事交流合作， 共同应
对全球性安全挑战， 积极履行同中国
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 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7 月 26 日， 民政部举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民
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
司长陈越良、副司长黄观鸿、一级
巡视员李健，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
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波出席发
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由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国际
合作司）副主任（副司长）贾维周
主持。

贾维周介绍，今年以来，民政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
进稳经济、 促就业、 保民生相关工
作，守牢守好民生底线，有力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民生兜底保障

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 会同财政部部署各地为低保
对象、 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活补
贴， 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加大未
参保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众临时救助
力度。

截至 6 月底， 全国共实施临时
救助 480.2 万人次， 累计支出资金
45.2 亿元； 对因疫遇困群众实施临
时救助 147.9 万人次， 累计支出资
金 4.8 亿元； 对未参保失业人员实
施临时救助 1.9 万人次， 累计支出
资金 1925 万元。

（下转 02 版）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指引》
《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指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切实加
强社区防控和服务管理能力建设，近日，民政部、卫生健康委、疾控局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指引》《新冠
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志愿服务工作指引》（以下简称两个《工作指引》）。

天府股交中心“社会企业板”开板
用商业方法让社会问题更易解 05 版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