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的慈善思想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学慈善伦理的基础上，认为慈善即“仁之施”，是一个“本由亲立”“以己

及人”的过程，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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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模式、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工作机制不顺、
资金投入不足、专业力量不强等问题，亟待深化以社区融合、家庭服务、居家照料为核心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为提高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质量和水平，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基本康复服务，2023 年
1 月初，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印发了《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动”的通知》，对今后三年全面推动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做出部署。 日前，民政部官网发布了对这一通知的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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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精康融合行动”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 快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31 日下午
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
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 只
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
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
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
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
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
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由中
央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
尹力、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陈吉
宁、 黄坤明同志结合分管领域和地方
的工作作了发言，大家进行了交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
讲话。 他指出，近年来，构建新发展格
局扎实推进，取得了一些成效，思想共
识不断凝聚、工作基础不断夯实、政策
制度不断完善，但全面建成新发展格
局还任重道远。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
统观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
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习近平强调， 要搞好统筹扩大内
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
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
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
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
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

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
融需求。 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
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
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
得感强愿消费。 完善扩大投资机制，
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
投资活力。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
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
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
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习近平指出， 要加快科技自立自
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 健
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
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
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
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实现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
性循环；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
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
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
动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 新发展格局以现代
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
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 要继
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
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 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
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

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
接续性和竞争力。 优化生产力布局，
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
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
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
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推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 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
面。 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
素市场的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
济联系，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防止各
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
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
战略等深度融合，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
局， 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
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强调，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 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
力。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
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
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依法规范
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为各类经营主
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激发各类
经营主体活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
度型开放， 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
语权。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
形成开放、 多元、 稳定的世界经济秩
序， 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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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民政部召开直属机关党
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开展党组
织书记抓党建工作现场述职评议。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关党
委书记唐承沛出席会议，对养老服
务司等 6 家单位党组织书记现场
述职进行点评，并就下一步机关党
建工作作出部署。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派员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2022 年是直属机
关党的建设巩固深化年， 直属机
关各级党组织以迎接服务党的二
十大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主线，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 以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为契机，着眼巩固深化，狠抓薄弱
环节， 持续推动机关党建各方面
工作实现新的进步。

会议强调，2023 年是机关党
的建设质量全面提升年。 各级党
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的二十大对加强机关党的
建设的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动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民政事业发
展的重要部署， 更好发挥机关党
建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
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两个永远
在路上”的重大判断，持之以恒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确保机关党的
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会议要求， 各级党组织要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带头坚持和
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不断
强化理论武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夯实基层基础，增强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坚持正风肃纪反
腐， 巩固涵养直属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巩
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效，在常态化、长效化上下更
大功夫，全面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和成效。

会上， 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作了 2022
年度工作报告，26 家单位党组织书记作了书面
述职。部直属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直属党
组织负责人，设纪委单位的纪委书记和部分党务
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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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困难群众更加及时、便捷地获得救助，北京市
于近期出台《北京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进一步简化优
化认定程序、缩短办理时限，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核确
认权限下放至街道（乡镇）。

《北京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发布
将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街道

07 版 社会工作

2022 年是“十四五”时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
手计划”的开局之年，根据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
局的部署，深圳作为援派方继续牵手湖南。

“十四五”深湘社工“牵手计划”
开局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