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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李克强对社会救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切实做到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困有所助、应助尽助
把困难群众的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贯彻
落实《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的意见》视频会暨全国社会救助部
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8月27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对社会救助工作作出
重要批示。批示指出：社会救助是
扶危济困、救急救难的兜底性制度
安排，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的重要内容，关系困难群众
衣食冷暖，体现着一个社会的爱心
和温度。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扛起人民至上的责
任担当，用心用情抓好社会救助各
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时了解困难群
众的需求和难处，畅通救助渠道，设
身处地、实心实招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当前特别要针对疫情和洪涝灾
害等影响，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救助
帮扶力度，做好低收入群体基本生
活保障的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动员
方方面面力量，全社会形成救助合
力，切实做到弱有所扶、难有所帮、
困有所助、应助尽助，把困难群众的
民生底线兜住兜牢，努力为人民谋
幸福，努力为民族谋复兴。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
会救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
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扎
实履职尽责，切实抓好《关于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贯彻实
施，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
线。

王勇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深入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创新，
着力构建综合救助格局，健全完善

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
会救助体系。要围绕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强化兜底保障，加强困难群众
基本民生救助，扎实做好受疫情和
洪涝灾害等影响困难群众的生活救
助，创新发展急难社会救助，支持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基层救助服
务能力，努力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
助、温暖救助、智慧救助。要坚持党
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
部门协调配合，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做好经验总结和政策宣传，以实际
工作成效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总会召开巡视整改工作动员会
本报讯（宗合）8月28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召开巡视整改工作动
员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
对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工
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进一步统一
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压紧压实
责任，坚决将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彻
底、落实到位，向党中央交上满意答
卷。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梁惠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梁惠玲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
强巡视整改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以巡视整改实际成效践行“两个维
护”。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
持思想整改和行动整改相结合，问
题导向和目标引领相统一，紧扣中
央第五巡视组巡视中国红十字会党
组反馈指出的问题，认真自查，深挖
根源，抓住问题要害，突出关键环
节，全面整改落实，不断巩固提高。

梁惠玲强调，要着力解决贯彻落
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扎实、履行职
能职责存在短板的问题，进一步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实到红十字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

更好地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
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
梁纽带作用。着力解决落实党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有差距的问题，切
实增强改革的主动性、紧迫感，建设
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
道路。着力解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不够深入、责任传导层
层递减的问题，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规定，严格执行各项监督
制度，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着力解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不够到位的问题，健全完善
发现和培养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
的干部机制，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争创一流的精气神。

梁惠玲要求，必须压紧压实巡
视整改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巡视整
改要求，把巡视发现的问题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的问
题、上次巡视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派
驻纪检监察组日常监督指出的问题
以及审计指出的问题结合起来，主
动认领责任，对照剖析检查，明确整
改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强化跟踪督
办，扎扎实实抓好整改，不折不扣完
成各项任务，以巡视整改为动力，扎
实推进年度各项重点工作，推动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班子成员出
席会议，总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参
加会议，机关各部室、各直属单位全
体干部职工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援伊志愿服务专家座谈会在沪召开
本报讯 （路琮玮）8月 21 日下

午，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委托, 上
海市红十字会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援
伊志愿服务专家座谈会。援伊志愿
服务专家团 5 位成员、各派出单位
领导以及市红十字会部门以上领导
参加会议。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浩亮代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向援助伊朗专家组成员送上了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亲自撰写的慰问
信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章；向各
派出单位送上了感谢信并颁发了奖

章。
援伊志愿服务专家团队是我国

首支援外抗疫医疗队，也是唯一一
支连续2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注
的援外医疗队。慰问信中，陈竺高
度赞扬专家组成员及各委派单位，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临危受命、不畏
艰险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国际和地区合
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
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
责任大国担当”的重要指示精神。

专家团从 2 月 29 日出发，3 月
27日返沪。在伊期间，志愿专家团

将中国经验和伊朗疫情相结合，与
伊朗各方和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沟通
合作，帮助伊朗疫情防控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完成了既定任务，受到伊
朗各方的欢迎和赞赏。同时，专家
团成员还为驻伊大使馆、中资企业、
华人华侨提供防疫抗疫的技术指导
和咨询，为在伊华人带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及温暖。

座谈会上，援伊志愿服务专家
团领队、上海市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和青少年部部长周小杭代表团队回
顾了在伊期间的工作历程，专家团
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所中心实验室主任马学军、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所长吴寰宇、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重症肝病科常务副主任钱志
平、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欧
美处一级主任科员凌翔等也分享了
此次援伊工作的感想及体会。

市红十字会、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以及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的领导分享了各单位抗疫期间的工
作情况，并就今后如何在常态化抗
击疫情工作中开展合作进行了沟通
交流。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8月 28日
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发展
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和政权建
设，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
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
态环境良好，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
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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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红会指导甘南陇南抗洪救灾工作
本报讯 （甘红）8 月 25 日至

28日，甘肃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专职副会长杨芳胜带领工作组，深
入甘南州舟曲县、陇南市文县灾区
指导当地红十字会开展防汛救灾，
走访慰问受灾群众，看望奋战在救
灾一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

8月26日，工作组深入舟曲县
受灾最严重的曲告纳镇莫诺村和
曲告纳镇卫生院，在实地了解受灾
群众救助安置情况后，决定再次向
舟曲县紧急调拨家庭救助箱 800
个、棉被700床、大米10吨，委托舟
曲县红十字会就近采购一批食用
油紧急支援舟曲抗洪救灾工作。

28 日，杨芳胜一行又深入陇
南市武都区外纳镇透房村、外纳
村、稻畦村，文县舍书乡茹家村，临
江镇元岭山村察看灾情。在石鸡
坝镇石鸡坝村受灾群众安置点，慰

问了因堰塞体水位上升导致房屋
浸泡毁损的受灾群众，为他们送去
家庭救助箱。根据受灾群众安置
救助需求，在前期向陇南市调救灾
物资的基础上，决定再次调拨大米
20 吨，委托陇南市红十字会就近
采购一批帐篷和折叠床，用于受灾
群众的紧急安置。

之后，杨芳胜一行看望慰问了
文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勉励他们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
奋战的精神，为夺得抗洪抢险全面
胜利再立新功。

此次洪灾发生后，省红十字会
己先后向陇南、甘南、天水、定西、
平凉、庆阳等受灾地区紧急调拨救
灾款物合计366.88万元，其中棉被
7000床，家庭救助箱（包）7706个，
帐篷 200 顶、折叠床 200 张，大米
30吨，拨付救灾资金48.4万元。

宁夏红会召开第六次全区会员代表大会
聘请陈润儿、咸辉为名誉会长，选举杨培君为会长

本报讯 （宁红）8月 24 日，宁
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第六次全
区会员代表大会在银川召开。会
前，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润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咸辉接见会议代表。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孙
硕鹏，自治区领导姜志刚、赵永清、
白尚成、石岱、杨培君参加接见或
出席开幕式。

姜志刚在开幕式上讲话，对
近年来全区红十字会工作给予肯
定。他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要
论述和对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要紧扣中
心大局，在保障改善民生、加强基

层治理、精神文明建设上有新作
为，当好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
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为
努力建设先行区、继续建设美丽
新宁夏作出积极贡献。要深化改
革创新，扎实推进红十字系统各
项改革任务落实，创新工作方式，
坚持从严治会，推动全区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上，自治区妇联主要负
责同志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辞。大
会审议通过了自治区红十字会第
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红十字会事业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选举产生了自
治区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监事
会。自治区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
会聘请陈润儿、咸辉为自治区红十
字会名誉会长，选举杨培君为自治
区红十字会会长。

2020赣鄱爱心榜样发布会在南昌举行
本报讯 （舒晟）8月 20 日，由

江西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卫健
委、省扶贫办、省工商联、省红十字
会共同主办，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
承办的纪念世界人道主义日暨
2020赣鄱爱心榜样发布会在南昌
举行。省委副书记李炳军，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省政府副省
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孙菊生，省政
协副主席雷元江出席会议并为获
得榜样集体和榜样个人称号的代
表颁证授牌。来自全国各地的捐
赠方代表、红十字志愿者代表约
150余人参加会议。

发布会现场，孙菊生代表省政
府、省红十字会对在抗疫抗洪工作
中踊跃参与、倾力奉献的爱心企业
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周海涛发布了 2020 年以来，
省红十字会开展抗疫、防汛、扶贫
等爱心捐赠行动的总体情况。截
至7月31日，全省红十字会共接受

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总计 8.89
亿元，其中资金 6.31亿元，物资价
值 2.58亿元。网络捐款达 5570多
万元，列居全国同行第一。接受抗
洪救灾捐赠款物总计 4518 万元。
接受助力新疆阿克陶脱贫攻坚专
项捐款 3505 余万元。他表示，全
省各级红十字会将严格遵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江西省
红十字会条例》法律法规要求，加
强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和管理，
坚持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

下一步，省红十字会、省红十
字基金会还将以 99 公益日为契
机，继续探索“互联网+”人道资
源动员新模式，通过红会发起、企
业配捐、全民参与的方式，汇聚人
道力量、培养人道情怀，在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下，为江西省疫后经
济生活恢复、灾后家园重建、脱贫
攻坚冲刺等工作添砖加瓦，贡献
力量。

内蒙古红会专题研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黄丽萍）8月 12 日，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召开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进一步研究讨论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在全区红十字系统的贯彻落
实工作。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王芳主持研讨会并
发言，会党组成员分别结合各自学
习感悟和分管工作进行了深入研
讨。

通过深入学习研讨，进一步

促进了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班子
学思悟贯通，知信行合一，将肩负
责任、勇担使命，从思想实际出
发，把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度创新
成果与“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传播践行和以人民为中
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实践紧密
结合、有效贯通起来，在知根由、
强信念、重执行上下功夫，推动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全区红十字
会系统落地落实。

“黄房子”开课啦
8月26日至27日，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玉米爱心基金“黄房子
（The Yellow House）美学启蒙公
益项目”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
尼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勐康小
学、曲水镇整康坝明德小学援建
的两所“黄房子”正式落地并投入
使用。

虽不能亲临现场，玉米爱心
基金终身形象代言人、“黄房子”
项目发起人李宇春以视频形式与
孩子们分享了自己的艺术感悟并
送上祝福。

该项目旨在通过向乡村学校
援建美育教室、捐赠美育设备和
教材、组织美学课程和活动等形
式，为信息相对闭塞、条件相对落
后的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打开一扇
美与爱的窗口。

（付春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