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发布厅

“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
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
学联组织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团
结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贡献智慧力
量、展现青春风采，为做好党的青
年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
十三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华
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
表大会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大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
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向广
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诚挚的问
候。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贺
信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
床医学院的贾崧淏深受鼓舞：“习
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我们青年
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了殷
切期望。作为全国学联代表，我
感到很光荣，也一定会将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牢记在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看

到身边的老师们主动请缨驰援
湖北。受他们的感召，我也通过
志愿服务的方式作了力所能及
的贡献。”贾崧淏说，“不管是疫
情防控，还是防汛抗洪，在各种
艰难险阻面前，都需要我们青年
人挺身而出，勇担重任。”

“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
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
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
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
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这
样为青年人指明方向。

全国青联委员、安徽省定远
县西孔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萌
萌自2013年开始，便来到农村工
作。七年来，她主动给予贫困户
温暖关怀，注重“智志”双扶，免
费举办培训班、建设扶贫就业驿
站，积极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叮
嘱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
高尚品格’。我将以更大热情投
入到基层工作中，带领更多群众
脱贫致富，带动更多青年投身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第一线。”王萌
萌说。

来自吉林的全国青联委员、
白城市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秘书长万晓白立志要把总书记
的要求，落实到环保事业中。“作
为一名环保志愿者，我将牢记总
书记的要求，致力于沙化草原修
复的环保事业，并引领社会各界
环保志愿者为环境保护作出努
力、贡献力量。”万晓白说。

青年学生的茁壮成长、青年
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各级党
委和政府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
心和支持。

全国青联委员、云南省西盟
佤族自治县勐梭镇党委委员杨
娜表示，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边
疆青联委员的初心和使命，带领
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坚定理想信
念，为建设祖国边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
己的青春之力。

全国青联秘书长、共青团中
央统战部部长刘爱平表示，全国
青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弘扬团结、爱国、跟

党走的光荣传统，切实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最广泛地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青春力量。

“学联学生会组织要牢记总
书记嘱托，坚定不移做改革的促
进派和实干家，以经得起检验的
改革成效赢得同学信赖、彰显组
织价值，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学生
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第二十七届全国学联主
席钱菱潇说。

强国伟业呼唤青春担当，伟
大理想需要接续奋斗。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教诲，自强不息，努力学习，全身
心投入地理科学研究，把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为早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
己的贡献。”全国学联代表、南京
大学地理学专业博士生陆福志
说。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对龚道
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市委
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坚决拥护中央决
定，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决定精神上来。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对龚道安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再次释放
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
强烈信号。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大是大非面前保
持清醒和坚定，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各级领导干部要引以为戒、警钟
长鸣，坚持从严要求自己，严格

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努力做到忠
诚干净担当。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始终保持反腐
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
责任，深化完善全面从严治党

“四责协同”机制，坚持廉洁从
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
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
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为奋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双胜利提供坚强保
障。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要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市委要求，
切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一
网统管”建设、第三届进博会安保
工作等任务落实，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昨天主持
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龚正指
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龚道安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铁腕惩腐、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的坚强意志，充分展示了
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的鲜明立场。我们完全赞
同、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要按照
市委常委会精神，深刻反思、深
刻警醒、引以为戒，落实落细“四
责协同”机制，以更加有力、更加
有效的举措，把政府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
龚正指出，要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始终筑牢绷紧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进一步加强廉洁自
律，带头严格执行党的各项纪律
和规矩，带头依法公正用权，切
实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
边工作人员。要进一步从严管
理队伍，对苗头性、倾向性的问
题及时提醒、及时纠正，推动全
市政府系统以更加严实的作风，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双胜利。

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分别
发言。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决定任命陈通为上海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

陈通，男，1972年10月生，
汉族，四川平昌人，中共党员，
1995年 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
历史学硕士。现任副市长。

曾任文化部文化市场司音
像电影处处长、稽查指导处处
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办公室

（文化市场执法指导监督处）主
任（处长）、文化市场司副司长，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副厅
长（援青），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
长、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文
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司长等职。

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为新时代青年工作进一步指明方向

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全
国学联二十七大完成各项议程，
18日闭幕。

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审
议通过了全国青联第十二届常
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
（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确定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会徽的决
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青联
新一届领导机构，团中央书记

处常务书记汪鸿雁当选为十三
届全国青联主席。会议选举
251 名全国青联十三届常务委
员会委员。

全国学联二十七大通过了
关于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
十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通过了关于《中华全国学生联合
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
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
效。大会选举产生了清华大学

学生会等179个团体组成的全
国学联第二十七届委员会。在
随后举行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
会第二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清华大学学生会等43
个学校学生会组织当选全国学
联第二十七届主席团成员单位，
清华大学学生会当选全国学联
第二十七届主席团体，钱菱潇同
学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据新华社电

市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市政府党组会议：

始终筑牢绷紧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陈通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全国学联二十七大闭幕

车轮上的历史也是历史的车轮
上海汽车博物馆推出四史教育微党课

我国广大青年
要坚定理想信念，培
育高尚品格，练就过
硬本领，勇于创新创
造，矢志艰苦奋斗，
同亿万人民一道，在
矢志奋斗中谱写新
时代的青春之歌。

“

”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近日，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上海汽车博物馆推
出了《车轮向前·从汽车工业发展
看改革开放之路》“四史”教育微
党课活动，将“理论灌输”变为“故
事感染”，将“照本宣科”变为“身
临其境”，将“普通教育”变为“精
神大餐”，在探寻中国汽车工业记
忆中学习“四史”，感受鼎故革新、
勇于创新的改革开放精神。

作为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
汽车工业的发展与GDP有着高度
吻合的增长曲线，它不仅是衡量
一个国家制造业和科技发展的
标杆，更是衡量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的一个标准。上海汽车博物

馆以“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为主
线，打造了一条红色探馆路线

“国货之光”，以沉浸式学习体验
回顾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发
展史。

上海汽车博物馆的许多馆
藏珍品，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里
程碑式的经典车辆。比如，作为
中国汽车梦的开端，1959 红旗
CA72曾是建国10周年之际的献
礼之作，也曾是国家领导人的首
席座驾。

上海汽车博物馆推出的“四
史“微党课《车轮向前·从汽车工
业发展看改革开放之路》，以汽
车文化研究员的讲述、课件演
示、短片播放和互动展示等形
式，通过“中国汽车工业的创业

史”，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见证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蒸
蒸日上与人民家庭生活水平的
日新月异，中国汽车成为中国与
全球时代工业进程的缩影。

通过利用好馆藏的红色资
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激发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的爱国之情，将强国之志转化为
报国之行。上海国际汽车城发
展有限公司党委第四支部参与
了上海汽车博物馆“四史”微党
课，现场反响热烈。有党员干部
表示：“学习‘四史’是让我们铭
记初心，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
不能忘了来时的道路。车轮上
的历史，也是历史的车轮，载着
我们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