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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的意见》10日向社会公布。该意见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全国妇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近日共同印发，旨在建
立健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系，强化家庭监护责
任，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切实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意见要求，对于四类情形应当进行家庭教育情况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
见，必要时可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四类情形包括：未成年
人因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被人民
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
者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遭受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侵害的；其他应当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

意见强调，对办案中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
监护教育不当或失管失教问题，尚未导致未成年人行为偏差或遭
受侵害后果的，应当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对
于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如离异和重组家庭、父母长期分离家庭、收
养家庭、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家庭、强制戒毒人员家庭、服刑人员家
庭、残疾人家庭、曾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家庭等，更要加
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主动提出指
导需求的，应予支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发地区，城市流动人口
集中、城乡接合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等重点地区要结合办案广泛
开展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意见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育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培养未成年人法律素养、帮助强化监护
意识、引导改变不当教育方式、指导重塑良好家庭关系等方面。

三部门印发意见

推动涉案未成年人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据新华社电 哥伦比亚政府9日公布了17名涉嫌参与刺杀
海地总统莫伊兹的哥伦比亚公民身份，另有4家公司因涉嫌组
织并参与刺杀行动正在接受调查。

哥国家警察总局长巴尔加斯在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目前已确定身份的17人均曾在哥军方服役，并于2018年至
2020年间相继退役。海地警方已抓捕其中15人，另2人在抓捕
过程中死亡。

巴尔加斯介绍，这些人分批次入境海地，并为刺杀行动接受
训练。哥方已将掌握的部分嫌疑人行程信息通报给海地相关部
门。此外，哥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已派出特别调查组前往海地首
都太子港。

哥总统杜克9日在社交网站上说，他当天稍早时候同海地
总理约瑟夫通电话。杜克表示，哥方将全力配合海地调查事
件真相，寻找在逃嫌犯和幕后主使。

17名参与刺杀海地总统
嫌犯身份公布

新华社电 10日，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受强
降雨影响，渠江等流域部分中小河流已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据预
测，渠江干流将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综合考虑前期降雨情况
及当前雨情、汛情及变化趋势，按照《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规定，经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10日17时启动Ⅳ级
防汛应急响应。

四川启动
Ⅳ级防汛应急响应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青年发出号召：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

时代召唤，振奋人心。接过历史接力棒
的新时代青年信念坚定、意气风发，志在迈
向新征程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足印。

奋进有我：以青春活力追求理想

黑土地上，一片翠绿。在吉林省四平市
梨树县，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高强
教授团队的试验田里，玉米长势正旺。“我们
和农民吃在一起，干在一起。”团队青年教师
王少杰介绍。

这支40多人的团队，“85后”是绝对主
力。这群青年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黑土
地各项肥力指标的提升。“为了持续扛稳粮
食安全的重担，大家还得加把劲儿。”王少
杰说。

28岁的邓清云，是湖南省祁阳市浯溪
街道沿江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当地群众夸他：“年轻人，肯吃苦。”

组织接种疫苗、核查老旧危房、调解

居民矛盾……每一天，邓清云都很忙碌。
“不深入群众，怎么开展工作？”邓清云这
样看待自己的日常工作。

伟大目标，激发青春活力。
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的 19 岁高中

毕业生益西曲珍，选择将临床医学专
业作为高考志愿，学好医学服务家乡
人民，是她的目标；34 岁的吉林长春供
电公司工人黄立宇正完善自己编撰的
变电站巡视口袋书，为智能电网建设
贡献力量，是他的心愿；32 岁的天津大
学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系教师刘铭劼，
在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的建设
中攻关，最大程度减小地震破坏影响，
是他的理想……

开拓有我：以激昂斗志勇攀高峰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西北工业
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党梦溪的宣示，
表达了新时代青年人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
状态。

今年4月，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
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党梦溪所在的西
北工业大学窦满峰教授团队，光荣参与了
这一任务。

“很荣幸能参与祖国航空航天事业
发展，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党梦
溪说。

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金鼎山育种基
地，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和
团队成员正忙着采样，提取DNA进行分
析，为下一步科研做准备。

“80后”吴俊是团队核心成员。他介
绍说：“杂交水稻目前正围绕抗主要病虫
害、耐高低温、耐旱等目标开展育种工作，
开展耐盐碱杂交水稻科研攻关。”

“储备超高产技术，保障基本口粮安全，
是袁隆平院士毕生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
求。”吴俊表示。

焊花四溅，34岁的中建钢构天津有限
公司焊接技师吕永东在滚滚热浪中工作，
他练就一身硬本领，创造出许多新工艺；
从大城市回乡创业，32岁的西藏甘露藏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格桑罗布带领平
均年龄不到30岁的科研团队，正开展藏
医药现代化研发……

奉献有我：以“无我”胸襟挥洒青春

2019年，作为中国海油援藏干部，37
岁的付晓宇来到平均海拔4800米以上的

西藏那曲市尼玛县工作。从小在天津长
大的他，从“海平面”一下跃升到雪域高
原，刚开始时，头疼失眠是家常便饭，但他
没有退缩，很快投身到尼玛县完全小学的
更新改造工作中。

如今，这座高原学校焕然一新：宿舍
整洁、道路笔直、操场平整……六年级学
生次仁多吉说：“我们有了新的篮球场，太
开心了。”

“青年人要有敢飞的志向，还要有能飞
的翅膀，我们援藏工作队一定不辱使命。”付
晓宇说。

国网宁夏海原县供电公司营业班班员
朱昶旭，奋战在宁夏西海固。26岁的他，
在艰苦的环境中，第一次一个人翻过大山、
走进山沟，和电力工人一起，进行农村电网
改造。

工作中，他见证了荒山秃岭如何变成
绿水青山、贫瘠土地怎样变成飘香果园，
更看到了当地群众日子越过越好。“我的
目标，是让村民在炕上就能喝到电泵抽来
的黄河水。”朱昶旭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使命光荣，重任在肩。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未来的图景中一定有我
——新时代青年在不懈奋斗中书写精彩篇章

▶上接1版 344项国际职业资格可在苏州比照认定职称。同
时，中国苏州－德国海外商会联盟·上海专技人才联合培养和评
价合作协议签约，将进一步贯通国际人才评价体系。

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沪苏同城化、人才国际化”，本届创业
周启动沪苏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协同发展提升计划，高质量推
动沪苏同城化发展；俄罗斯工程院中国长三角中心、中日（苏州）
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海外博士后创新中心成立，将成为苏州面
向海内外招才引智的新窗口。

作为苏州重点打造的重大招才引智活动，苏州国际精英创
业周至今连续举办十三届，累计吸引近3万名全球高端人才，落
户创业项目超7000个，其中，年销售额过亿企业超过30家、上
市企业4家、入选市独角兽培育企业数占全市三成。目前，苏州
人才总量已达321万人，高层次人才超过30万人。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启幕

▶上接1版 今年我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
的措施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启动“扩大农业
农村有效投资年活动”，用好财政支农资
金，不断拓展金融支农渠道，加快推动乡村
振兴基金项目落地，初步形成财政资金撬
动、金融资本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的良好多
元投入格局。

走进泗阳县爱园镇松张口社区大林果
蔬产业园，一排排连栋大棚整齐排列，成片
的桃林郁郁葱葱，蔚为壮观。“与以前桃子摘
下来就卖不同，我们现在有了精深加工能
力，附加值更高、竞争力更强。”江苏大林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宇峰自豪地说，园区
2300亩桃果丰收在望，8000平方米精深加
工厂也开始试生产，引领推动农业“接二连
三”，更有奔头。“NFC非压榨果汁加工中心
及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计划于年底建
成。项目建成后，可解决当地及周边乡镇3

万余亩桃果销售问题，提供就业岗位800余
个，一年可实现税收800余万元，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60余万元。”周宇峰说。

泗阳以重大项目为突破口，通过引项
目、抓推进、提质量、创品牌等举措，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今年新开工农业重大项
目41个，年度计划投资45.3亿元，完成投资
28.6亿元，直接带动农户就业2100余人，通
过订单生产、产业化联合体、企村共建、社会
化服务等方式可辐射带动2万余人。

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处长邹芳刚介绍，
围绕“保供、衔接、禁渔、建设、要害、改革”6
个关键，各地重点实施稳产保供、要害工程、
绿色发展、产业融合、乡村建设等5大类项
目，进一步夯实重要农产品保供基础，有力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补上了一些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短板，也拉动了城乡投资消费需求，
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夺取“双胜利”和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泰州市姜堰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搭建冷库。“这
个冷库所属的米制品生产线项目是我区今
年一季度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溱潼镇党
委副书记丁秀华介绍，项目由江苏雅巢食品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000万元，一楼
主要生产台湾手抓饼，二楼主要生产紫米
糕，预计今年底竣工投产，投产后年产值可
达8000万元。

为做好政策扶持、跟踪服务、要素保障
等工作，姜堰区建立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挂钩
联系和工作推进机制，由区领导和相关部门
领导亲自挂钩项目，每月开展一次现场调
研，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各类
项目顺利实施。

不独姜堰，为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
进，各地都在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储备项目加

快开工，持续优化服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
度，基本实现重大项目“一对一”挂钩服务。
连云港、无锡等地印发重大项目管理考核办
法，把服务重大项目建设作为重要考核内
容。淮安、南京、泰州、盐城、宿迁、南通、常
州、镇江等地组织金融支持对接会，累计达
成融资意向项目406个、604亿元，完成授
信216个项目、授信243亿元。

“我们组织制订了‘十四五’重大工程项
目规划，正在细化具体项目，目的就是主动
做好项目储备，推动政策效益最大化。”杨时
云表示，“十四五”期间，全省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将瞄准农业农村领域短板弱项实施6
大工程，确保每年建设1000个以上农业农
村重大项目，带动1万亿元以上资本进入农
业农村，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短
板补得更实，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
定坚实基础。

▶上接1版 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
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建立中国共产
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
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
大的。一百年来，正是坚持一以贯之的斗
争精神，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
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创造了中华民族发
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
奇迹，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百年
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
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风骨和品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
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

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
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
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
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
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
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全党
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
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
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
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
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
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
风险挑战！”在前进道路上，凡是危害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
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
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
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
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
取得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
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
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

“乱云飞渡仍从容”。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

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
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
能力水平，坚定斗争意志，骨头要硬，敢于出
击，敢战能胜！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今
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
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
已经吹响。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如磐
石的战略定力、勇于斗争的奋进姿态，奋勇
搏击、迎难而上，闯关夺隘、攻城拔寨，我们
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中国号”巨轮就一定能继续破浪前进、扬帆
远航！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载7月11日《人民日报》）

新征程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上接1版“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是推
进国土绿化的有效途径，是传播生态文明理
念的重要载体”；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植树活动提出

要求。
众人植树树成林。如今，绿色理念深入

人心、植树造林蔚然成风。随着持续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推进，我国实现了森林资源连
续增长，沙化荒漠化土地面积连续减少，为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重
要贡献。

关爱母亲河

2018年4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
村。这里位于长江北岸，紧邻三峡大坝，俯
临长江，景色秀美。

村民告诉总书记，过去是在江边洗衣
服。现在村里建了洗衣池，大家都用无磷洗
衣粉和肥皂洗衣服，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这
样既照顾到生活习惯又很环保。

“看得出来，总书记为我们老百姓自发
保护长江母亲河而高兴。”

对母亲河的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最为
牵挂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这是总书记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召
开的第三场专题座谈会。

2016年，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此时，正是沿岸一些地方快马加鞭上项

目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用“好像是泼了一盆
冷水”来形容。

2018年，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长

江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

鱼’等级”；
“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

基数大”；
“长江岸线、港口乱占滥用、占而不用、

多占少用、粗放利用的问题仍然突出”；
“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
习近平总书记走得近、看得深、想得远。

“化工围江”问题，是长江生态环境的
“顽疾”。整改推进得如何？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去看。

在长江边的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
园，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到沿江码头坡道，实
地察看沿江设施拆除、码头复绿、排污口整
治情况。

2年多时间，园区内原来临江建设的
生产设施和码头已经搬迁和拆除，腾出岸
线950米，退让用地800多亩，并完成全面
绿化。

听说宜昌推动沿江134家化工企业关、
转、搬，引导向高端产业发展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
都搬出去，企业搬迁要做到人清、设备清、垃
圾清、土地清，彻底根除长江污染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搞大开发不是不
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2020年11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来到长江边，在江苏省南通市五山地
区滨江片区实地察看。

过去这段岸线小景区、老港区、破厂区、
旧小区相互交织，还有一个当时全国最大的
进口硫磺集散基地。

“化工企业是关了、转了，还是升级
了？”“硫磺集散基地真正取消了吗？”总书
记追问。

“化工企业都关了，硫磺集散基地也
下决心取消了，请总书记放心。”当地同志
回答。

近年来，沿江省市扎实推进八大专项
行动，2020 年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
质；今年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上岸，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10年禁渔；“化工
围江”难题加速破解，着力构建长江绿色生
态廊道……

长江母亲河正在呈现出新的勃勃生机。

亲自“出题”和“验收”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离京
赴陕西考察。秦岭，是这次考察的第一站。

站在海拔1700米的月亮垭，眺望秦岭
牛背梁主峰，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对随
行的有关负责同志说：“保护好秦岭生态环
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秦岭生态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牵挂的老问题。这次陕西考察，也是对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的一次验收。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黄
河、长江流域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也是中华
民族的祖脉、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然而，前些年一些人盯上秦岭的好山好
水，企图将“国家公园”变为“私家花园”，一
栋栋违规、违法修建的别墅蚕食着秦岭山脚
的绿色，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治沉疴，需下猛药。2018年7月，习近
平总书记第六次作出重要批示：首先从政治
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
而不绝的问题。

当月下旬，中央专门派出专项整治工作
组入驻陕西。随着专项整治行动的展开，

1194栋违建别墅被彻底整治，4557亩土地
被收归国有。

如今，依山而建的连片别墅不见了踪
影，成片的杨树、松树郁郁葱葱，没有别墅遮
挡，一眼就能望到秦岭山脚。秦岭又恢复了
昔日的宁静美丽。

亲自“出题”，亲自“验收”。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害生
态环境事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严肃
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
不松手。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一度十分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
决整改。

2019年8月20日，祁连山北麓的大马
营草原，水草丰茂，骏马奔腾。正在甘肃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农发山丹马场有
限责任公司一场，实地了解马场改革发展和
祁连山生态修复保护情况。

得知中央提出的整改任务已基本完成，
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给予肯定：“这些年来
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大见成效。”

“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踩着西瓜皮
往下溜，而是要继续爬坡过坎，实现高质量发
展，绿水青山就可以成为金山银山。”远眺巍
巍祁连，习近平总书记以生动的比喻，强调生
态保护工作必须保持定力、持之以恒。

中国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和建设生态
文明的决心和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与赞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
生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妙地阐述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中国在环境修
复上付出了巨大努力，改变了曾经被污染的
土地、河水和天空。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10日发生一起针对摩加迪沙警察局
长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0人受伤。图为
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现场。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