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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1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
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
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
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实现中国梦
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
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共青团
要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自觉
担当尽责、心系广大青年、勇于自我革
命，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成长为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
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
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二层宴会厅气氛隆重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会标，后
幕正中悬挂团徽，团徽下方是“1922－
2022”字标，10面红旗分列两侧。

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全体共青
团员和各级共青团组织、团干部，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
望寄予青年。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
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
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
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激昂的青春乐章。一百年来，中国共
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团结带领
广大团员青年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
业中，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
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历史
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青团不愧为中
国青年运动的先锋队，不愧为党的忠实
助手和可靠后备军。

习近平强调，一百年来，共青团坚
定理想、矢志不渝，形成了宝贵经验。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
的立身之本，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信
念的政治之魂，塑造了共青团投身民族
复兴的奋进之力，塑造了共青团扎根广
大青年的活力之源。这是共青团面向
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
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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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
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
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给共青团提出4点
希望：第一，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
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要从

政治上着眼、从思想上入手、从青年特点
出发，帮助他们早立志、立大志，从内心
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
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
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个根本任务，引导广大青年在思想洗
礼、在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第二，自觉担当尽责，
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
力量。要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听
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国之大者”，担当
使命任务，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
负、建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
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第三，心系广
大青年，始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

的桥梁纽带。要紧扣服务青年的工作生
命线，履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
众基础这一政治责任，千方百计为青年
办实事、解难事，主动想青年之所想、
急青年之所急，为青年提供实实在在
的帮助。第四，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
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
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工作的全过
程各领域，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
团发展道路，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
发展。要敏于把握青年脉搏，依据青
年工作生活方式新变化新特点，探索
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思路新模式，带
动青联、学联组织高扬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和扩大青年爱国
统一战线。 （下转02版）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日下
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过去5年，我和总统先生保持密切交往，引
领中法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推动双边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上体现了大国责任
担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独立自主大国，应当坚守“独立自主、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坚持紧密持久的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定位，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双边、
中欧、全球层面密切协调合作。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密切各层
级交往，推动中法关系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

习近平强调，要通过双边对话机制规划好未来5年中法
合作重点，在推进民用核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作同
时，加大推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
扩大法国优质产品进口，欢迎法国金融、高技术企业赴华开

展合作，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赴法投资合作提供公平、公
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要利用好2024年中法建交60周
年、巴黎奥运会等重大契机，加强中法人文交流，促进相互
了解。中法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世界多极
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领域合作，就二十国集团、国际粮食能源安全等加强沟通协
调，扩大在非洲等地区三方合作，就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开展对接、探讨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中欧及各国
人民利益。中方赞赏法方坚持战略自主，希望法方推动欧
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在
共同利益基础上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交流合
作。希望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下转03版）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 10日电 5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诺瓦克·卡塔
琳，祝贺她就任匈牙利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匈关系保
持高水平发展。两国高层交往频密，各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合作良好。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
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深化两国政治互
信和传统友谊，加强在双边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
框架内合作，推动中匈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匈牙利新任总统诺瓦克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5月 1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
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靳碧海报道：5月 10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专程
到前山立交桥易涝点、翠屏路排洪渠交
东大排洪渠、卓雅花园北苑北侧滑坡地
质灾害隐患治理应急工程等地督导检
查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
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切实增强防汛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抓紧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
应急准备工作，确保全市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黄志豪指出，近日我市将有持续
性暴雨，防汛形势严峻，要严格落实中
央、省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部署要求，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三防

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要全
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突出抓好山边
水边工棚、建筑居留人员的转移疏散，
水浸易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筑
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排查整
治，不能及时完成治理的要采取临时
应急措施，切实提高风险整治精准性
和有效性。要强化统筹调度，在汛
期来临前使河湖库保持低水位运
行，全面开展排水设施清淤疏浚工
作，协调确保跨市排洪渠泄洪安全
畅通，提升城市排涝能力。要打好
抢险救援准备“提前量”，健全完善
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抓紧配足防汛应
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应急
处置和抢险救援能力。 （下转04版）

黄志豪督导检查防汛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栋 罗汉章 李森
钟夏 通讯员朱宗报道：5月 10日下
午，我市召开全市强降雨防范视频调
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全省强降雨防范视频调度
会精神，对全力以赴做好我市强降雨
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
实。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吕
玉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黄志豪出席会议，省委横琴工委副
书记、省政府横琴办主任聂新平参加
有关活动。

当天，吕玉印先后前往位于香洲
区的市气象局、海霞新村，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的小横琴社区下村、天沐
河西闸、深井二线海关查验场等地检
查强降雨防范工作。每到一处，吕玉
印都仔细询问人员值守、防汛物资储
备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要进一

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
守，周密细致做好各类防汛预案，以
高标准、严要求把防汛救灾工作抓紧
抓细抓实抓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吕玉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采取有力措施把强降雨防范

工作抓实抓到位，全力以赴守护好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
局平安稳定。一要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全市“一盘棋”，压紧压实防汛救
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市领导要下
沉各区靠前指挥、一抓到底，全面落
实“县领导联系镇、镇领导联系村、村
干部联系户”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守土有方。
二要加强值班值守。 （下转03版）

吕玉印黄志豪召开全市强降雨防范视频调度会并检查强降雨防范工作

全省强降雨防范视频调度会召开

把防御强降雨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严阵以待确保父老乡亲生命安全

李希王伟中孟凡利出席会议
本报讯 5月10日，全省强降雨防

范视频调度会在省应急管理厅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对全力以
赴做好我省强降雨防御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推动、再落实。省委书记李希主
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
中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深圳
市委书记孟凡利出席会议。

李希强调，全省各地各单位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防御这次强降雨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临战状态严

阵以待，抓紧抓实抓细防御措施，全力
以赴做好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把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
行动上。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属地责任、
主体责任，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
概率事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
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十防九空、
不可失防万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而无备，立足最极端最严重情况做好
最充分的准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省防总要发
挥牵头抓总作用，有关部门要各负其

责、协同配合，强化军民联防联动，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要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
作用，哪里有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灾
情最严重、哪里群众最需要，就出现在
哪里、战斗在哪里。二要加强预测预
报预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
动态，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提
高前瞻性和精准度；突出短时临近预
报和预警，加大气候复杂区域、灾害
易发地区的监测频度，对极端天气可
能发生的区域、时间、强度进行滚动预
测预报预警；加强巡查值守，用好群测
群防机制，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三

要加强重点部位防御。按照“汛期不
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要求，利用
降雨来临前、降雨间歇期，对重点区域、
重要部位、重点工程进行排查整治。
紧盯人口集聚区，强化对商场酒店、工
矿企业、学校医院、服务机构、村镇社
区、旅游景区和城市易涝点、地质灾害
隐患点、集中隔离点等的安全管理；紧
盯城乡公共设施，严密监测地铁、道路、
桥梁、隧道、涵洞、电力设施、市政设施
等，一旦出现险情立即落实管控措施；
紧盯水利工程设施，严密监测江河湖
库水位、堤坝情况和河道河涌行洪安
全，提前做好调度。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