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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慈善活动初探
唐廷枢既是近代中国知名洋务运动者，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细论唐廷枢之功绩，当以创办实业、推动洋务

运动为著，次为唐氏编著之《英语集全》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最后为其慈善事业。 他生平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
动，参与普育堂施粥，创设广肇公所 ，收养孤儿 ，参与仁济医院管理 ，兴办格致书院 ，资助出版劝善书等 ，涉及赈灾济
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惠及各阶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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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厘岛到曼谷，习主席让世界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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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4 日至 19 日，习
近平主席先后到访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泰国曼谷。

这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习
近平主席的首次出访。 这也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近三年来， 习近平主席首
次线下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
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时机关键、意义重大、举世瞩目。
人们印象深刻：从巴厘岛到曼谷，

中国代表团驻地来客络绎不绝、 摩肩
接踵、一派繁忙；从 G20 到 APEC，对
中国领导人的演讲、讲话，会场内外高
度关注、凝神聆听；从东方到西方，国
际各大媒体都用主要版面、 主要时段
聚焦中国……

这些场景、故事、细节，在给人留
下难忘记忆的同时， 也给人带来真切
的感触：

当中国开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
远征”， 整个世界是如此渴望走近中
国、倾听中国、读懂中国；当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社会对
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作用期待是
如此强烈。

应历史之变，答时代之问，展大国
担当。

这次成果丰硕、 意义深远的元
首外交行动， 让世界看到一个怎样
的中国？

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中国———

“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
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高度连续
性和稳定性”“和平是中国最执著的追
求，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
不会谋求霸权”“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不针对第三方，
也没有兴趣搞地缘争夺”……

从中美元首会晤， 到密集会见多
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习近平
主席深刻阐明中国的内外政策、 战略
意图、历史传承。 一次次握手，一声声
问候，一张张笑脸，一番番坦诚深入的
谈话，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魅力、
中国心胸。

这是一个立己达人的中国———

“中国 14 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
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新路。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
世界负责”“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
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
合作注入更强动力， 为全人类进步作
出更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主席
此次东南亚之行讲解的一个重点，也
是各方频频谈及、 最感兴趣的一个热
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令人钦
佩”“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一个强大、友
好的中国， 将为地区和世界带来积极
影响”“欢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
作出积极贡献”……这些由衷的感慨，
是历史给予的启示， 也是走向未来的
必然。

这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中国———

“团结就是力量，分裂没有出路”
“这个世界是一体的，各国应该相互合
作，而不应该寻求‘脱钩’”“亚太地区
不是谁的后花园， 不应该成为大国角
斗场”“阻滞甚至拆解亚太地区长期形
成的产业链供应链， 只会使亚太经济

合作走入‘死胡同’”……
无论是在 G20 还是 APEC，无论

是多边会议还是双边会见，习近平主
席都直面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存在
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鲜明指出什么才
是化解矛盾、 克服危机的正确之道，
什么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大道之行，天
下为公。

这是一个携手同行的中国———

从印尼到泰国， 习近平主席同两
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 共商推进中
印尼、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在 G20，
以“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
性”，为全球发展描绘蓝图；在 APEC，
用“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

“和衷共济之路”， 为亚太合作指明路
径……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
身发展回馈亚太、 造福亚太”“中国愿
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我们必
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面向未来，世界听到了中
国发出的团结合作、携手同行，构建亚
太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
情呼唤。

可信、可爱、可敬———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再次祝贺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
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不仅将为中国未来发展带来更大稳
定性，也有利于地区和整个世界。 ”

在曼谷， 一位外国领导人的由衷
感慨， 传递着中国这次重大元首外交
行动的世界反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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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扎实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指示，促
进行政检查规范透明运行， 民政部日
前印发《养老机构行政检查办法》及配
套文书（以下简称《办法》 及配套文
书）。 该《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办法》共分 5 章 41 条，聚焦行政
检查源头、过程、结果三个关键环节，
重点细化了检查类型、 明确了检查各
环节要求、 强化了对检查行为的监督
管理等， 对加强和规范养老机构行政
检查工作作出专门规定。

《办法》明确，行政检查可以依法
由民政部门单独实施或者会同有关
部门联合实施。民政部门应当加强与
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推进联合检查
制度化、常态化，切实减轻养老机构
负担。

同时，《办法》 也明确了行政检查
的意义、适用范围、原则、检查职责以
及检查信息化等总括性要求， 并根据
检查对象和检查目的、任务来源不同，
将行政检查分为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和个案检查， 且细化了每一种检查类
型的工作要求。

日常检查是指民政部门对不特定
养老机构或者养老机构的不特定事项
进行的检查。 专项检查是指民政部门
基于日常检查、 个案检查等发现的突
出性、普遍性问题，以及安全风险防范
需要，对不特定养老机构进行的检查。
个案检查是指民政部门基于投诉举
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发现的问题
线索，对特定养老机构进行的检查。

（下转 04 版）

四部门发布意见
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

11 月 16 日，《应急管理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外发布。

《意见》主要对从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应急志愿者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有关要求；相关人民团
体、群众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指导管理的，从事防灾减灾救灾活动的组织可参照《意见》执行。

《意见》对防灾减灾救灾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社会应急力量的工作内容、特大灾害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惩戒约
束措施、费用来源、能力建设、日常管理、激励措施、诚信评价等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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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 ，国家乡村振兴局 、教育部等八部门
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 《意见 》明确 ，将建立和完善乡
村工匠培育机制 ，挖掘培养一批 、传承发展一批 、提
升壮大一批乡村工匠 ，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 、传统
艺人创新创造活力 ，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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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市政府、民政部关于动员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工作部署，助力西部对
口帮扶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天津市民政局全力
动员全市基金会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结合
自身专长和优势，2022 年已认领 1013 万元帮扶项
目，连续多年超额完成乡村振兴动员任务。

天津 110家基金会助力
西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