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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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
沙塘镇富旺村迎来今冬首次寒
潮。“天气转冷，要抓紧完成清
园、修剪等工作，以免影响来年
挂果。 ”兴业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科技特派员梁远彬一大早便来
到果园， 给种植户讲解冬季果
树管护技术。

到田间地头为产业“把脉
开方”，给农户答疑解惑，是梁
远彬的日常工作之一。

“我家种有 30 亩三红蜜
柚，去年产值 10 万元。 ”富旺村
种植户吴声毅说， 今年科技特
派员来到村里， 教大家保花保
果，增施有机肥，不仅柚子肉质
变得柔软鲜嫩， 产量和产值也
大幅提高。

当地科技特派员还“牵线搭
桥”，联系专家团队，对兴业蜜柚
进行品种改良。“通过高接换种
等系列技术，兴业蜜柚的品质得
到很大提升。 ”梁远彬说。

如今， 富旺村的蜜柚获得
了绿色食品认证， 蜜柚产业逐
步成为兴业县果业振兴的一张
新名片。

在田间地头讲
解秋冬菜管护要
求， 在牲畜圈里传
授牛羊育肥技术
…… 和 梁 远 彬 一
样，在广西，许多科
技特派员活跃在乡
村生产一线。

在南宁市良庆
区那马镇的雄牛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养
殖场内， 广西兽医
研究所科技特派员
彭昊正与养殖户采
集奶牛的粪便，用

以检测病菌， 并一起讨论冬季
奶牛疫病防控工作。

这个有着近 500 头牛的现
代化养殖场，不仅是彭昊和同事
们服务的对象，也是他们在产业
一线施展技术才能的实践地。

今年 7 月， 养殖场的小奶
牛频频腹泻， 雄牛牧业技术顾
问李祖平十分头疼。 彭昊团队
收到求助信息后，迅速赶来，经
过采样分析，很快找出了病因。

“通过科技特派员的帮助，
这里的奶牛生病率、 死亡率下
降了 5%左右，牛奶产量也有一
定提升。 ”李祖平说。

隔几天下乡一次， 每年下
乡服务农民上百天， 一年至少
为农业生产者举办 30 期果蔬
栽培技术培训……广西大学农
学院科技特派员唐小付的身影
频频出现在田间地头。“我喜欢
泡在田间地头，菜地、果园、大
棚，怎么看都亲切。 ”唐小付说。

在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
资源县，广西师范大学科技特派
员邓荫伟帮助当地建立油茶丰

产示范林；在南宁横州市石塘镇
潭宽村，广西农业科学院科技特
派员邹成林帮助农户实现玉米
全株收获利用，1 亩玉米地总产
值超 6000元；在崇左市龙州县、
宁明县，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
研究所科技特派员马文清帮助
蔗农改良上万亩高产高糖甘蔗
新种，助力农民增收……

据介绍，科技特派员制度推
行多年来，广西科技特派员队伍
从无到有，从个别市县的小队伍
发展到覆盖全区的大规模团队。
仅 2016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
广西就选聘乡村科技特派员近
2.5 万人次，覆盖 1.1 万个村（社
区）的种养基地、农户点，开展科
技培训 205.2万人次。

“我们加大人才下沉、科技
下乡、服务‘三农’力度，完善科
技特派员激励机制， 打造一支
常年活跃在县、乡、村的科技服
务大军， 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
动力。”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党组书记、厅长李国忠说。

（据新华社）

广西：
科技服务“沉”下去 乡村产业“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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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

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
司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消费帮
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的通知》，
定于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组织东部省市、有关中央定
点帮扶单位、电商平台企业等相
关方面力量开展“消费帮扶助
农增收集中行动”，旨在通过政
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政
策支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线
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相结合、集
中发动与持续推进相结合等方
式，广泛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帮
助脱贫地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 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
大力营造全社会参与消费帮扶
的良好氛围。

前期， 国家乡村振兴局对
脱贫地区产业覆盖面广、 生产
规模较大、 与农民群众特别是
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增收紧密
关联的农产品滞销情况进行排

查梳理， 形成了需重点帮助销
售农产品目录。

集中行动期间，参与各方将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同步开展东
西部协作消费帮扶助农增收集
中行动、高校消费帮扶助农增收
集中行动、金融机构消费帮扶助
农增收集中行动、中央企业消费
帮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消费帮
扶进军营集中行动、电商消费帮
扶助农增收集中行动六大专项
行动， 形成消费帮扶工作合力，
助力脱贫地区滞销农产品销售。

集中行动结束后，国家乡村
振兴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专
题发布会、 案例推介等方式，通
报表扬、 集中宣传参与积极、成
效显著的单位和企业，健全完善
长效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营造
消费帮扶你我同行、全民参与的
良好社会氛围。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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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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班指出， 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社会组织， 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各级民政部门的重大
政治任务， 是各级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机关必须抓紧抓实的头等大
事， 是广大社会组织必须牢牢把
握的工作主题与主线。 广大社会
组织要进一步深化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领会与把握， 进一步深刻
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增
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培训班要求，要把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结合起来， 着力加强学思践悟，
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
实上狠下功夫。 要运用好认知规
律，坚持好系统思维，重点从三
个维度抓紧抓实抓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一要把握
好精髓要义，牢牢把握过去五年
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

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以伟
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的重要要求、团结奋斗的时代要
求，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核
心要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
实践要求。 二要谋划好落实举
措，既要贯彻总体要求，又要落
实具体部署，达到进一步提高站
位、明确方位、把握定位、厘清思

路的目的；要主动对标对表党的
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
加快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进民生福
祉、推动绿色发展、推进国家安
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中谋
划担当作为。 三要掌握好科学方
法，确保方法科学、方式得当、学
有成效，通过全面准确学、组织
专题学、 联系实际学等多种方
式，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责任担
当、学出奋进动力。

培训班强调，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强化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着力加
强正面宣传，在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上多下
功夫。 一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作根本要求。 广大社会组织要坚
决支持和拥护各级党委对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把牢社会组织
思想建设“定盘星”，坚定社会组
织价值引领 “主心骨”，抓好社
会组织党员干部“领头雁”，下好
社会组织舆论斗争“先手棋”，守
好社会组织舆论宣传“新阵地”。
二要精准聚焦正面宣传重点任

务。 要持续营造社会组织高质量
发展的良好氛围，聚焦宣传习近
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聚焦宣传社
会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成果，聚焦宣传社会组织领域法
治建设成果，聚焦宣传社会组织
领域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和时代
风采。 三要突出抓好宣传队伍能
力建设。 要进一步强化问题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社
会组织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能力、
全媒体传播能力、 宣传策划能
力、跨界协同能力、网上斗争能
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
局长周立主持开班式。 社会组织
管理局副局长陈小勇，慈善事业
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长贾晓九，
部管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副书记、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蒋玮，部
管社会组织综合纪委书记、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副主任姚有林等
有关司局负责同志， 各省（区、
市）、各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社会组织局（处）主要负
责同志，194 家全国性社会组织
和 51 家省级社会组织的 248 名
负责人参加开班式。

（据民政部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