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 月 14 日，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智慧社区服
务业委员会更名换届大会在京召开，会议采用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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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3 日是第二十四次全国爱耳日。 记
者 16 日从中国残联获悉，中国残联、教育部 、工
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等 11 个部门近日专门印
发通知，明确今年全国爱耳日的主题为 “科学爱
耳护耳，实现主动健康”，要求各地围绕主题 ，广
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因地制宜普
及科学爱耳护耳、主动健康、听力康复等知识。

中国残联等 11 部门部署第二十四
次全国爱耳日宣传教育活动

� �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2 月 13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出重大部署。

多措并举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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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智慧社区服务
业委员会更名换届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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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民政论坛以视频会议形式在京举办。 论坛旨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交流民政政策理论
研究最新成果，深入研讨民政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詹成付出席论坛并讲话，民政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柳拯主持论坛并宣读《民政部关于 2022 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获奖情况的通报》，部分专家学者、地方民
政厅（局）负责同志和获奖论文作者做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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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论坛在京举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 月

16 日召开会议，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3 年多来，我国抗疫防
疫历程极不平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
心抗疫，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强大的
战略定力，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政
策措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功避免了致病力较强、致死
率较高的病毒株的广泛流行，有效保
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了宝贵
时间。 2022 年 11 月以来， 我们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不断优化调整防控
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
转段，2 亿多人得到诊治， 近 80 万重
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新冠死亡率保
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

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
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
迹。 实践证明， 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
重大判断、 对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
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是完全正确
的，措施是有力的，群众是认可的，成
效是巨大的。

会议强调，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总体向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
态化防控阶段，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各地区各部门要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总结
3 年多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经验
做法，完善相关机制和举措，抓实抓细
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建强卫生
健康服务体系，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
的重大成果。

会议要求，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压实“四方责任”，盯紧关
键环节，做好风险人员管控，在已有工
作基础上再推进再落实。 要加强疫情

监测和常态化预警能力建设， 健全疫
情监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 及时准
确作出预警并采取必要的紧急防控措
施。要根据病毒变异和疫苗保护情况，
科学谋划下一阶段疫苗接种工作，促
进老年人接种率持续提升。 要抓好常
态化分级分层分流医疗卫生体系建
设，继续优化资源布局，建强以公立医
疗机构为主体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 要加强医疗物资生产保供， 完善
储备制度和目录，巩固完善人员、物资
统筹调配机制， 切实解决好基层一线
能力、药品、设备等方面的短板弱项。
要统筹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攻关，
积聚各方力量提升生命健康科技水
平。要倍加珍惜抗疫斗争的重要成果，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坚定必胜信心， 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为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创造广阔参与空间

2 月 13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
第 20 个中央一号文件。

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文共九个部分 33 项内容，包
括：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政策保
障和体制机制创新。

于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广大社会
力量来说，哪些领域值得重点关注并
且可以深度参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意见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压紧压实各级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责任， 确保不松劲、不
跑偏。 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对有
劳动能力、有意愿的监测户，落实开

发式帮扶措施。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
救助体系，做好兜底保障。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
发展动力。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
根本要求，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 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
焦产业就业， 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
展差距。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帮
扶，持续推进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和产
地示范区创建，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
域公用品牌。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实施一批补短板促振兴重点项
目，深入实施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
团式”帮扶，更好发挥驻村干部、科技
特派员产业帮扶作用。

稳定完善帮扶政策。 落实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政策。 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发展成效监测评价。 深化东
西部协作， 组织东部地区经济较发
达县（市、区）与脱贫县开展携手促
振兴行动， 带动脱贫县更多承接和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深入推进“万
企兴万村”行动。

事实上， 在助力脱贫攻坚及乡
村振兴进程中， 以企业和社会组织
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2022 年 4 月，民政部与国家乡村

振兴局印发《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振兴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在中央
设立的 5 年过渡期内，要按照“四不
摘”的要求，保持社会组织参与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推动社会组织工作重
心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逐步向助
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转变，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引导全国性社会组织、省级社会
组织集中面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开展帮扶，实现“一对一”或“多对一”
的全覆盖帮扶。

2022 年 10 月， 国家乡村振兴局
开展社会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征集工
作，遴选出首批 36 个具有创新性、代
表性和推广性的典型案例，涵盖了东
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民营
企业、社会组织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
其中，沪滇携手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
与东西部协作，字节跳动、阿里巴巴
等企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乡村发
展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经验做法都
得到了充分肯定。

（下转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