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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
重要文稿6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党的未来和希
望。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和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
运动规律，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出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
发展规划，印发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少
先队工作文件，部署共青团改革，推动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习近平同志围绕党的青年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深刻阐明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
使命、实践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
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团等方向

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课题，把我们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
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更好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
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给翟志刚、王亚平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
授予叶光富“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2022年6月21日）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圆满完成
以2次出舱活动、2次太空授课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性、突破性科
学试验和空间应用任务，在轨驻留6个月，于2022年4月16日安全
返回。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
胜收官之战，首次实现载人飞船径向停靠空间站，创造中国航天
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取得多项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
为空间站后续建造和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实现新突
破，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携手努力、共创未来，不断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5版）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 韩雯 徐丽 孟若冰）
天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我市迅速掀
起传达学习的热潮。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
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
心、凝心聚力、团结胜利的大会。一定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无愧伟大时代、不负天津人民，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办好天津的事情，关键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
党代会报告明确，要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和自

我革命精神，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
永立表示，作为一名党校工作者，要坚持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把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
下功夫。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结合起来，与教学、科研、咨政工作结合起来，走在
前列、争做先锋，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融入思想里、
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为打造举党旗、育
党人、立党言、尽党责的红色学府贡献智慧力量。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描绘了天津未来五年发展

蓝图，提出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高
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的大都市。历史使命越光
荣，奋斗目标越宏伟，就越要锤炼敢于担当、勇于
斗争、善于作为的硬功。
市文明办将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以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龙头，深化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宣传贯彻，推进全域全员全方位文明城市创建；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开展“天津是我
家 建设靠大家”文明实践行动，切实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坚持榜样带动，高质量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实
践等活动，用先进典型引领崇德向善文明风尚。
市文明办主任刘志刚说：“我们将贯彻好党代会精
神，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以市

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新提升，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党代会吹响天津高品质生活前进号角，让人民

生活幸福，社会保障是其中关键一环，我们一定持续
用力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托住人民生活
安康的底。”市民政局救助处处长张雪松说，社会保
障的作用在于“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
活，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将
为服务对象赋能增能，通过一揽子社会救助服务，切
实解决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问题，逐步构建“物
质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的社会救助驱动机
制。与此同时，让救助更加快捷精准，进一步规范不
同类型救助对象认定办法，加大特殊群体关爱照料，
强化低收入人口监测预警和基层主动发现救助，完
善街乡镇“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推进“就近受
理、全城协办”，筑牢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安全网”，在
共同富裕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初心坚定如磐，使命重于泰山，唯有奋斗方能致

高致远，唯有奋斗方能成就美好未来。
（下转第5版）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
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
察长张思卿同志的遗体，21日在北京八
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张思卿同志因病于2022年6月17日
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张思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张思卿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
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张思卿同志”，横幅下
方是张思卿同志的遗像。张思卿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
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 40分许，习近平、栗战书、
汪洋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张思卿同志
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张思卿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并向张思卿同志亲属表示深切
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
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张思卿同志在京生前
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张思卿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到八宝山革命

公墓送别
张思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
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思卿同志逝世表示
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向张思卿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我市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无愧伟大时代 不负天津人民

本报讯（记者 徐丽）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认真
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十二届一次全
会精神，结合人大实际研究落实措施。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段春华主持并讲话。

大家一致认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是一次高
举旗帜、维护核心、凝心聚力、团结胜利的大会，

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灵魂，体现了牢记领袖教
导、紧跟核心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阔步前进的坚定决心，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天津实
际，反映群众期盼，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实
践性，是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
局面的行动纲领。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平）21日，市政协召开机关全
体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忠诚维护核心，激发拼
搏奋斗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凝
聚智慧力量。市政协主席盛茂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盛茂林指出，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捍卫“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总结过去五年
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科学擘画
未来发展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对于进一步
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奋力开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具有重要
意义。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

主要篇目介绍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决定
给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携手合作 开创未来
——习近平主席引领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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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春华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铸忠诚 狠抓贯彻落实强担当
市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 盛茂林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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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米哲）21 日
上午，代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
政府第196次常务会议，听取全
市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研究
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是政治大年，

下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以实际行动营造
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
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
境，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克服麻痹思
想，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
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切实做
到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要抓好“预防关”，

树牢“隐患胜于明火、防范胜于救
灾”的理念，多在日常下功夫，变事
后抓为事前抓，对易发多发隐患早
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早消除，把
重大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
灾之前。特别要做好当前防汛工
作，完善预案，加强监测，备足物
资，做到安全度汛。要盯紧“重点
关”，聚焦危化品、城镇燃气、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工矿
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隐患大
排查，持续深入开展城镇老旧燃气管网排查整治。要
严格“执法关”，创新安全监管执法方式，加强监管执
法队伍建设，对隐患不重视、排查不到位、处置不及
时、整改走形式等情况重罚、问责、曝光，在全社会形
成警示震慑效应。要压实“责任关”，坚持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落实党政领导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各区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联
动工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配合，确保不留死角。

本报讯（记者 米哲）2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
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
党组会议。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
常委会会议要求。会议强调，要深化对中华文明
的思想认同，敬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历史
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在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历史文化宣传上下功夫，讲
好天津文明故事。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筑牢思想根基，持续传播正能量，
守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会议强
调，要深入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下转第2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对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西藏和平

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看望慰问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为西藏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西藏360多万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团结

一心，砥砺前进，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56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
民族是整体的石榴”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西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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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搭建平台

辅导员变“主播”“就业资讯大礼包”干货满满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