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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认为， 党的二十
大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党的
二十大报告是一篇光辉的马克
思主义文献。 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 全面把握二十大报告的
丰富内涵、 精髓要义、 精神实
质，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力推
进社会建设理论创新、 实践创
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赵冠军在致辞中表示，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
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或个体，都
应当不断协调资源用于社会价
值的创造、参与社会建设实践、
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中
国社会公益事业褒扬激励的发
布平台、 导向引领的传播平台
和探索创新的实践平台，《公益
时报》 将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 认真践行主流
媒体的责任担当和光荣使命，
全面审视、 构建与提升社会功
能，不断谋划新思路、新战略、
新举措，守正创新、勇毅前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而不懈奋斗。

宋贵伦在主题演讲中强
调，学习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
要抓住关键领会实质、抓好落
实提高效能。 从总体来说，要
在全面学习领会的基础上，重
点把握大会的主题、今后的中
心任务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
大原则。 具体到社会治理方面
内容 ，要抓住完善体系 、健全
制度 、提升效能、建设共同体
几个关键词。 一是要从组织体

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
体系、保障体系五个方面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 二是抓住党建
引领、社会参与、依法治理三
个重要环节，健全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三是从坚
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
导向、创新导向、效能导向“五
个导向 ”和提高系统化、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精细化“六个能力水平 ”方面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四是以市
域社会治理为先导、以“五社
联动”为基础建设社会治理共
同体。 他还结合北京市十年磨
一“建”、形成社会建设十大体
系和社促会加强“六型”组织
建设、促进社会建设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经验，畅谈了学习贯
彻二十大精神的体会和思路。

赵孟营表示， 二十大报告
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将建
党一百多年来宝贵的精神、正
确的理论、 优秀的品格等一以
贯之继承下来；与此同时，又对
十年来党在解决各种重大疑难
问题过程中所作出的科学判
断、 从实践经验升华的科学理
论做了系统归纳。 他说，报告明
确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社
会建设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力量。 社会建设为稳定财富增
长预期提供重要支撑； 社会建
设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
人才的重要保障， 是促进人人
获得机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社
会建设在促进财富分配的公平
性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社会建
设既能保护财富增长效率，又
能保障财富分配公平，所以，我
们没有理由不加强社会建设。

社促会副会长、 慈铭健康

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胡波表示， 通过学习二十大
报告， 对过去十年中国取得的
成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进一
步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信
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内
涵”和“重大原则”有了更明确
的认识。

社促会副会长、 北京三月
雨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李迎玉表示，报告字字千钧，
句句铿锵，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大格
局、大视野、大境界、大情怀，是
我们党把握新方位、 开启新征
程、 谋划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
行动指南。

社促会副会长、 京师博仁
（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孙啸海表示， 社会治理永远在
路上， 人的心理健康永远在路
上，人民幸福也永远在路上，我
们可以借助商业措施促进社会
治理，提升心理健康，让更多公
众受益、让更多地方提升，从而
实现强国梦。

社促会监事长、 北京博龙
阳光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高旭明表示， 听了
二十大报告，心里充满了阳光，
充满了希望， 公司将以党建为
引领， 加快推进新能源和节能
环保产业壮大的经营思路，并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推进企业
的绿色转型升级。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姜岭表示，听
到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论
述，倍感亲切、格外激动、感慨
很多。 他从党建引领、一带一路
建设、 绿色矿山建设、 产业发
展、 企业文化建设五个方面汇
报了学习体会。

北京和合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主任李春红表示， 和合全体
员工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继
续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根
本方向， 不断完善和加强全生
命周期的家庭服务， 以专业社
会工作为基础， 积极探索有利
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目标的服务内容和方法，广
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履行社
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儿童、青
少年、老年、妇女等领域开展多
元、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为实
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高质量
发展贡献和合智慧。

北京市社会工作联合会原
会长李新京、 北京京西文化协
会会长谭杰、 北京立德社会工
作事务所主任张跃豪、 北京市
城市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张会
莹先后从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导
加强社会企业建设、 社会文化

建设、社会专业组织建设、高校
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等方面做了
专题发言。

杨积堂在总结发言中表
示， 二十大报告把社会治理放
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从中国
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高度对社
会治理进行了新部署， 从而使
社会治理定位更加准确， 社会
治理制度更加定型， 基层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 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思路更加清晰， 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更加健全， 社会治
理共同体建设更加强化。 同时，
整个报告中，在加强文化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 基层党组织建
设等方面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更
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社促会副会长、 新浪微博
党委书记王祥， 秘书长王瑞，
《公益时报》社副社长张雪弢等
参加会议。 社促会副会长、金诚
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王先成、 中国律师协会会
长高子成、 北京先锋城市基层
党建研究中心主任高铭铎，社
促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
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原司长苏国
霞，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
原秘书长王健， 中社社会工作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蓬奇，中
国铁建机关房产管理中心主任
周步科、监事孟晓萌、刘军等，
在线参加了会议。

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联合《公益时报》社
开展“学习二十大精神 加强社会建设”座谈会

■ 本报记者 王勇

10 月 21 日，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以下简
称“社促会”）与《公益时报》社联合召开

“学习二十大精神 加强社会建设”座谈会，来自首都
社会公益领域的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参与座谈。 社
促会会长、 宋贵伦教授发表主旨演讲，《公益时报》社
社长赵冠军致辞，社促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赵孟营教授
等 12 人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和专题发言。 社促会副
会长、北京联合大学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杨积
堂教授主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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