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要闻
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皮历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要闻中心:23602732 经济新闻中心:23602737 民生新闻中心:23602750 舆情中心:23602777 广告:81316697 读者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印刷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光荣入党

多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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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发布可供对外出口疫苗产品清单

4款疫苗“榜上有名”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

朝鲜对美立场美国“错误期待”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根据党中央安排，中共中央
组织部22日在京隆重举行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主持并讲话。

宣誓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中央和国家机
关，在京中央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和中管高校，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以及北京市各行各业的新党员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

陈希在讲话中，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光

荣入党的新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更多的新鲜血液加
入党的队伍，彰显出党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展现出党的事业兴
旺发达、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他勉励新党员要永远牢记入
党誓言，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在思想上入党；要始终
对党忠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铁心跟党走、矢志而不移；要践行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

场，坚守人民情怀，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担当时代
重任，心怀“国之大者”，立足本职岗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要严守党
的纪律，以模范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同日，上海、浙江、江西、贵州、陕西、河北等省市和大庆油
田等基层单位，也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具有重大象征意义或重
要代表性的地点开展了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等4部
门22日发布公告，将4款已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的疫苗列
入可供对外出口的新冠疫苗产品清单，并表示支持列入清单
的中国疫苗生产企业以自营方式组织出口，清单将根据国家
药监局审批上市情况适时动态调整。

商务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
监局发布《关于公布可供对外出口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产
品清单的公告》。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中维公司、
康希诺公司、国药中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的4款疫苗被列入清单。中国政府发布可供对外出口的疫
苗产品清单，是彰显中国疫苗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促进国际抗
疫合作的有力举措。

6月15日至21日，青海省委宣传部和省交通厅联合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暨“沿着高速看青海”大型主题
采访活动，20多家媒体记者分别深入青海各地，通过直播互动、采访报道等形式，生动展现充满活力的新青海以及近年
来由畅捷交通带来的发展变迁。图为全长约59.6公里的扎碾公路。作为六盘山特困片区重点交通扶贫项目，扎碾公路
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交通条件，为沿线10个山村脱贫、增收、致富作出重要贡献，成为游客青睐的“网红路”。

本报记者 陈玉军 通讯员 杨继翔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平壤6月22日电（记者 江亚平 洪可润）据朝中
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22日表示，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日前称朝鲜劳动党八届三中全会对美
立场是一个“有趣的信号”，这是一个错误的期待。

金与正发表谈话说，美方好像是在以自我安慰的方式来理
解。对朝方的对美立场抱有错误的期待，只会使自己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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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寄语全美侨胞

驻美大使崔天凯发表辞别信
新华社华盛顿6月22日电 担任中国驻美大使8年有余

的崔天凯21日在使馆网站发表《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衷心
感谢广大在美华侨华人对他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寄语他们继
续为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崔天凯说，自2013年4月至今，他转眼在美国工作已8年
有余，将于近日离任回国，“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
任期，让我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结识了很多热情
友好的朋友，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他高度赞扬侨胞们身居海外，情系桑梓，为促进中美互利合
作和民心相通不懈努力，为促进祖国统一、捍卫民族尊严坚定发
声，“我将永远珍惜出使美国期间与各位侨胞结下的深厚友谊”。

崔天凯指出，中美建交42年来，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成
就，两国利益早已紧密交融。在美侨胞一直以融贯中西的优
势，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民间使者。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
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
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

他说：“此时此刻，在美侨胞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
命，希望你们从捍卫自身在美生存和发展权益出发，从维护中
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出发，
继续做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定促进者和积极贡献者。”

持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村官工作，让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广阔天地砥砺奋斗

村民们说：“城里少一个大学生没什么，村里多一个大学生
就了不起。”为做好大学生村官工作，中央组织部将其作为干部
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抓实抓细抓好，指
导各地积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不断完善相关规划、政
策、体制、机制，推动大学生村官工作与选调生工作相衔接。

截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选聘大学生村官53.7万名。
他们发挥特长优势、甘于吃苦奉献、主动干事创业，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作出积极贡献。一直以来，各地组织部门积
极构建“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工作格局。
——坚持严管厚爱
落实工作纪实、请销假、专项考核等制度，提供工作补

助资金，办理人身保险。四川、内蒙古、福建等地建立导师
帮带制，从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指导。
——开展国情调研
每年至少1次走遍全村农户，撰写村情要素综合报告和

专题调研报告。湖南在今年村“两委”换届期间，动员到村任
职选调生调研收集260多条建议，多数被纳入换届政策。
——注重实践锻炼
安排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

助理，放到易地扶贫搬迁、集体经济项目、信访维稳等吃劲
岗位锻炼。一批批大学生村官在为群众服务中茁壮成长、
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锻炼中增长工作本领，
逐步成为培养年轻干部、优化队伍结构的“蓄水池”。

据统计，全国服务期满流动的50.1万名大学生村官大部分
留在基层，其中进入公务员队伍17.6万名，进入事业单位16.2
万名，提拔为县处级、乡科级干部分别为227名、1.2万名。

大学生村官中涌现出了身患重病、坚持工作的张广秀，
扎根湘西农村助力脱贫、把乡村当创业舞台的耶鲁毕业生
秦玥飞，到艾滋病重点村任职的清华硕士魏华伟等一批先
进典型，激励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书写精彩人生。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让年轻
干部在基层一线的艰苦磨炼中增长才干

“青年干部了解了基层，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实践锻
炼中快速成长”。在2020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驻村干部。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
村工作队员，其中半数左右是年轻干部。他们与乡村干部
一道，在脱贫主战场和抗疫最前线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发
挥了重要作用。

各级组织部门严格挑选人员，注重从政治素质好、敢于
担当、不怕吃苦的年轻干部中选拔，引导各级机关舍得派出
担当骨干和重点培养的年轻人；注重将年轻干部派往有巩
固脱贫成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等任
务的重点乡村；落实派出单位责任、项目、资金“三捆绑”，在
工作经费、补贴津贴、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等方面予以保障倾
斜，其中河南、贵州等地按每年每个村20万至50万元的标
准为第一书记安排专项帮扶经费，广东、甘肃等地对圆满完
成帮扶任务、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第一书记提拔一级职务；

……
年轻的驻村干部们劲头十足，他们坐到贫困户家炕头，谈

心交心挖穷根，把精准扶贫的路线图细化为每家每户的施工
图；跑到各个单位争取项目、申请资金，修路、建桥、安路灯，让
村里富起来、美起来；迈进带货直播间吆喝扶贫产品，在帮群

众打开销路的同时，自己也成为网红；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储备
优秀青年人才，健全“四议两公开”制度，让党组织作用强起来。

近期，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推动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明
确将年轻干部作为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意见一出，村民群众和驻村干部的心都“踏实了”。村民
们说：“驻村干部就像自家人。”驻村干部说：“抓在手上的许多
事可以接着干了。”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让脱贫群众彻底摆脱贫困，仍需驻村
干部们接续奋斗。“我们要学习发扬黄文秀的拼搏奉献精神，
继续把新时代长征路走下去。”接替黄文秀到广西百色百坭村
驻村的第一书记杨杰兴说。

为村级组织补充新鲜血液，让每一名优
秀农村青年都有回报家乡的机会

村党组织领导村级各项工作和社会治理，是青年人到村
工作的承接平台和管理主体，也急需青年人积极参与，带来新
理念、新知识、新创造。当前，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方式、分类
施策，不断充实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中的年轻力量。
——结合村级换届“回引一批”
在2020年开始的村“两委”换届中，每个村级班子中原则

上有1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各地采取开座谈会、发倡议
书、亲友登门拜访等方式，发动本乡本土走出去的大学毕业
生、务工经商人员、退役军人等回村。其中，浙江在村级换届
中回引全日制大学生2.1万人，70%的村至少有1名大学生。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招揽一批”
各地用好产业振兴的政策红利，兴办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创办专业合作社，筑巢引凤，吸引青年人到村创业。
青海选派2200名大学生到农村服务村集体经济合作组

织项目，实现了“整村规划有智囊、产业技术有顾问、村社财务
有能手、产品销售有达人、村内发展有后备”。
——聚焦本乡本土“储备一批”
当前，各地结合开展定点帮扶、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整

顿等工作，发现、培养优秀青年，充实优化村级组织后备人才。
云南、河北等地建立青年人“岗位在乡村、培养由市县乡

负责”机制，对因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等导致入党困难的，安排
到乡镇机关、协会党组织发展。
——立足基层岗位“培养一批”
对看准的、有发展潜力的，舍得下功夫、下本钱加以培养。

例如，江苏实施“定制村官”培育，委托农林院校定向培养全日
制专科生，毕业后回到生源地所在的乡村工作。一系列举措给
予优秀农村青年施展才华的舞台和回家干事创业的机会，坚定
了他们扎根农村的信心决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
50.3万个行政村的党组织书记中，35岁以下的有4万多人。

湖南的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较换届前下降6.1岁，河
南下降5.6岁。每个村还都储备了1至2名年轻人，作为村干
部后备人才……今年，完成村“两委”换届的许多省区市，村干
部队伍年轻化的步伐明显加快。
“今年换届好几名大学生回村当了书记，我是二十几年老

乡镇，这在以往想都不敢想，他们有激情、有能力、视野宽、办
事积极，老百姓呼度赞（很高兴）呐！”提起现在的年轻村干部，
青海的一位乡镇书记情不自禁地用当地土话夸赞起来。

打造乡村招才引智项目，让青年人通过多
种渠道、多种方式到乡村振兴主战场建功立业

“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在村里工作就行了，其他的交给组
织。”自2018年起，天津首创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以完
善的管理保障政策吸引了大量高校毕业生。

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半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全部补
选进村党组织班子；继续在村任职满半年、表现优秀的担任村
党组织副书记；任职满1年、表现特别优秀的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并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乡镇补充公务员，优先从他们中招
录……目前，天津已累计从全国招聘3000多名大学生。他们
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乡风文明、服务农民群众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天津外，北京、山西、上海、江苏、福建、
山东、湖南、重庆、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市纷纷借鉴大学生
村官工作的制度设计，通过实施“脱贫攻坚专干”“乡村振兴协
理员”等项目，每年吸引上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工作，加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三支一扶”、教育部的特岗教师、共青团
中央的西部计划等，每年通过基层选派项目到村的高校毕业
生超过13万人，青年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渠道愈加宽广。

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下沉到乡村工作的青年人，广泛分布
在乡镇机关、村级组织和教育、农技、医疗、畜牧等各类基层服
务岗位上，发挥着年纪轻、知识新、闯劲足的优势，为基层注入
了新生力量，为乡村凝聚着创新活力。
“如果没有组织提供的机会，我几乎是不可能到基层工作的，

是组织让我的青春与祖国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们说，未来
要继续贡献青年人的光和热，更好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如今，广大青年正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中书写着精彩人生华章。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让广大青年在乡村一线激扬青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引导青年人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综述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中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人到乡村一线建功立业，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求“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通过第一书记、

大学生村官、农村工作队等形式筑牢基层党组织”，寄语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青年人指明了在最基层扣好“第一粒扣子”的成才道路，为各级党组织确立了发挥组织优势引导青年人投身乡村振兴的工作目标。
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发挥组织优势，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积极为青年人到乡村基层服务锻炼搭建舞台、提供机会、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