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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 2 日，民政部通过视频方式举办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社会组织新闻宣
传工作培训班，进一步推动广大社会组织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广大社会
组织旗帜鲜明弘扬主旋律 、 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民政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柳拯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民政部举办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暨社会组
织新闻宣传工作培训班

06 版 新闻

为更好地展现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
貌，呈现覆盖面广、方式多元、可供参照的民企
公益案例，《公益时报 》特推出 《中国民营企业
履责进行时》专题策划，从企业参与慈善途径
及方向、捐赠额度、公益项目、可持续发展等角
度深入剖析，同时通过相关采访展现民营企业
履责现状及特点，运用榜样力量带动更多民营
企业专业、规范、高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民营企业履责专题系列一：
“2022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
单前十企业示范带动效应显著

【导 读】

继承江泽民同志遗志
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全国各地干部群众继续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连日来， 全国广大干部群众怀着
无比沉痛的心情，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
志的卓越功勋， 深刻感悟江泽民同志
的精神风范。

大家一致表示， 要化悲痛为力量，
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悼念转化为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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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哀思长寄，广大干部群众深情追
忆江泽民同志光辉的战斗的一生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百年校庆新
里程纪念碑静静矗立。 碑文为江泽民同
志对母校的寄语：“继往开来勇攀高峰，
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默哀、鞠躬，前来献花的 2021级硕
士研究生张晨怡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作
为校史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张晨怡对
江泽民同志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
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等人生经历熟稔
在心。“每一次讲解，我都能感受到江泽
民同志追求真理、为国为民的信念和品
格。 老学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

原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
公司总经理朱晓明回忆道：“浦东开发
初期，一度缺资金、缺经验、缺项目、缺
人才， 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的鼓励让
我们不缺情怀、不缺智慧、不缺创业创
新的胆魄。 我们非常敬佩江泽民同志
的高瞻远瞩。 ”

江泽民同志曾奉调参加兴建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 今年 89岁高龄的刘
人伟曾是苏联援建一汽专家基列夫的
翻译，听闻噩耗，他不由忆及几十年前
与江泽民同志一起工作的情景。 刘人
伟说， 历史不会忘记江泽民同志对新
中国汽车工业和东北工业基地建设的
贡献，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艰苦朴
素的作风、 处处为群众着想的高尚品
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广大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亲历者、 实践者和受益
者。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江泽民
同志始终关心民营企业发展。 我们将牢
记嘱托，继续坚守实业、不断创新发展。

1999年 5月， 江泽民同志来到武

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考察， 强调要推进
国有企业的发展， 必须适应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
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加强科学
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时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器件所
所长的鲁国庆说：“江泽民同志锐意推
进改革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坚持面
向世界信息通信发展前沿， 努力打造
原创技术策源地。 ”

86岁高龄的中国奥委会原秘书长
魏纪中， 追忆起江泽民同志与北京申
奥的故事。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申奥成
功当晚，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中华世纪
坛和天安门广场， 与各界群众共庆这
一喜悦时刻。 那个情景， 仿佛就在眼
前。 ”魏纪中说，申奥历程激励着中国
人奋发拼搏，现在国家更强大了，人民
更自信了，中华民族更加自强自立、昂
扬向上。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江泽民同志
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在
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他对共产主义
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江
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时代铭记， 江泽民同志带领全党
全国人民建立的功勋永不磨灭

2000年 2月， 江泽民同志在广东
考察并出席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
讲”教育会议。 作为亲历者，广东茂名
高州市根子镇原党委书记黄武清楚地
记得，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场
报以长时间掌声。 5天后，江泽民同志
在广州听取省委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
“三个代表”要求。

“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
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
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体现
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
勇气和理论勇气。 ”黄武说。

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 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党
委书记吴丽芳回忆起 1998 年江泽民
同志来岛上考察时的情景。 当时还是
博士生的吴丽芳向江泽民同志汇报了
离子束技术用于诱变育种的情况。“他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进社会生产力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鼓励我们继续进
行科研攻关，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
献力量。 ”吴丽芳说。

江泽民同志与科研人员合影，并
为当时的中科院合肥分院题名“科学
岛”。 如今，这座不足 3 平方公里的小
岛，先后建设、运行包括“人造太阳”
EAST在内的多个大科学装置，一批世
界级重大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

1999年 6月， 江泽民同志到胜利
油田考察， 听取了时任胜利油田计算
中心党委书记徐观学的讲解汇报。“江
泽民同志和蔼亲切， 听到我们取得的
进步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发扬创业精
神，从胜利走向胜利’。 ”徐观学说，这
激励和鞭策着胜利油田不断发展壮
大，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能源支撑。

“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 关心群
众， 总是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 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检验
和推动工作。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干召庙镇广联村党群服务中心，
村民王有财与村党支部、 村委会成员
一起追思江泽民同志给乡亲们带来的
鼓舞与温暖。

1990年 9月，江泽民同志来到村里
参观果园、了解村民整体收入情况。“江
泽民同志鼓励我们放手地干，指出党的
政策不会变，让大家吃了‘定心丸’。 全
村稳定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
调动了村民生产积极性。 ”王有财说。

78岁的禹国刚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筹备者之一。 他深情回忆道，江泽民同
志支持上海、 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
建立和发展， 推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
迈出重大步伐。

“江泽民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和基本框架，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
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禹国
刚说，深交所是一个窗口和缩影，30多
年来， 深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从“老五
股”发展到今天的 2700 余家，未来一
定要更好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
民的重要力量。 人们深情缅怀他身体力
行推动发展先进文化。 （下转 02版）

为巩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成果， 加大常态化养老机构非法集
资防范化解力度， 依法保护老年人合
法权益，近日，民政部、公安部、市场监
管总局、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加
强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防范化解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加强风险摸排。 民
政部门要对接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养老
机构登记备案信息共享交换机制，通过
信息抓取及时掌握增量， 做到情况清、
底数明。 要定期开展存量摸底排查，每
年对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和质量进行不
少于一次的现场检查，在排查中发现未

经登记但以养老机构名义开展养老服
务活动的，依法做好分类处置。

《意见》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 养
老机构要规范内部管理，依法签订服务
协议。 民政部门要补充完善《养老机构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完善养老机构备
案信用承诺制度，加快推进养老机构网
上备案。 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送风
险提示，做好典型案例宣传，开展“三进”

“四见”活动，提高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
力。 要制定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模
板，张贴宣传简报，公开举报方式，公布
依法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相关信息，引
导老年人及家属理性选择。

《意见》要求，要依法分类处置。民
政部门对摸排发现的问题隐患要综合
评估、逐一研判，纳入“红橙黄绿”风险
管控等级， 并做好线索通报和分类处
置。要加强信用监管力度，对因从事非
法集资依法受到处罚的养老机构，依
法采取惩戒措施。 要对因参与非法集
资受损的困难老年人，符合条件的，依
法及时纳入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范围
或者给予临时救助等， 保障其基本生
活。要加强舆情信息监测，做好信息报
告和处理、应急处置等工作。要加强部
门协同配合， 共同维护老年群体合法
权益。 （据民政部官网）

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防范化解工作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