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12版 总第13152期星期三 2022年6月22日 www.legaldaily.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０313  邮发代号：１－４１　　国外代号：D454  本报中继线：（０１０）84772288　　广告中心：（０１０）84772299　84772857　　发行中心：（０１０）84772866  编辑：吴怡 见习编辑：苏明龙  校对：郭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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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主要篇

目介绍全文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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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6月21日讯 记者李光明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1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158人出席会议，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分别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作的关于体育法修

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刘季幸作的关于黑土地保护法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关于反垄断法修正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沈春耀作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议

事规则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4项草案已比

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周光权作的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完善了有关维护

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开展有效宣传防范、

拓展涉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治理、加大对

电信网络诈骗人员的惩处力度等规定。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王宁作的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增加了有关提高

全社会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进一步压实有关

主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加强农业农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等规定。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飞作的关于黄河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强化地方主体责任，

加强地方工作的统筹协调；进一步体现“四水

四定”原则，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明确生态保

护与修复的总体要求，强化有关具体措施；进

一步完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措施等。

　　为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建立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执行难长效机制，回应人

民群众关切，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关于提请

审议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议案。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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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在京举行
审议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等

栗战书主持

□ 新华社记者 邵琨 张力元

　　夏日的午后，在山东省潍坊市浞河西岸

的潍坊市儿童福利院里，副院长杨守伟领着

一群孩子走向院子里的儿童乐园。孩子们笑

着，她也笑着。

　　这些被遗弃的孩子，重残率超过90%。他

们有的患有唇腭裂、脑瘫等疾病，有的孩子

还患有艾滋病、梅毒等传染病。

　　“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幸。我

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超越血缘的爱护和照

料。”杨守伟说。

　　杨守伟今年50岁，她至今记得那个叫晓

玉的女孩。2006年8月的一天，民警送来一个

特殊的孩子。她的全身像戴着盔甲一样，眼

皮外翻，眼珠通红，脸、眼角、嘴角流着血，全

身皮肤翻裂，到处都是血口子，许多伤口已

经化脓，          下转第五版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今天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作草案说明。

　　周强表示，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是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

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落实

党中央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部署的必然要

求，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

然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是规范约束执行权、强化执行监督、推

动执行体系和执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草案分为4编17章，共207条，各编依次为

总则、实现金钱债权的终局执行、实现非金钱

债权的终局执行、保全执行以及附则。在民事

诉讼法执行程序编的基础上，对民事强制执

行的执行机构和人员、执行依据和当事人、执

行程序、执行救济和监督等作出了规定，对金

钱债权的执行和非金钱债权的执行、保全执

行等制度作出了规定。

草案起草始终遵循四大基本原则

　　周强说，此次草案起草遵循了四个基本原

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牢牢坚持党对司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充分保护当事人和利害关

系人合法权益；三是坚持立足国情，全面总结

攻坚执行难形成的制度经验，巩固发展执行法

治成果；四是坚持问题导向，牢牢扭住人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提高立法的针对性、有效

性、适应性，夯实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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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就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

推动执行体系和执行能力现代化
用爱浇灌生命的希望

山东潍坊市儿童福利院走访见闻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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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力谱写雪域高原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西藏篇

□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边巴次仁 王泽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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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

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

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受到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最诚挚的欢迎。他深情地说：“目睹了雪域

高原美丽壮观的风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感到高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

西藏工作谋篇布局：

　　2013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明

确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论述，

强调西藏工作在边疆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特

殊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2015年8月、2020年8

月出席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做好新时

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期

间，赋予西藏发展新使命：“抓好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

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西藏

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扎实推进：深入持久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加速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发展；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推进；不断加大边境县、乡、村的水、电、

路、居等建设力度，着力强边富民。

　　跨越奔涌的雅鲁藏布江，复兴号飞驰在

雪域高原。拉林铁路2021年6月开通，从林芝

到拉萨用时缩减到3个多小时，带动了沿线地

区经济发展。“拉林铁路不仅方便了出行，还

给我们这里带来更多游客。”在林芝市巴宜区

布久乡朵当村开藏餐馆的尼玛曲珍说，拉林

铁路开通以来，餐馆客流量明显增多，去年纯

利润达10万元。

　　“目前，西藏建立起涵盖公路、铁路、航空

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成青藏、川藏、藏中、

阿里电力联网工程，建制村通光纤率、4G信

号覆盖率均达到99%，624个边境小康村全部

建成。”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

记马菁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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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张思卿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等前往八宝

山送别。这是习近平向张思卿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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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凝

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

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矢志报

国、团结协作，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翟志刚同志2次执行载人飞行

任务并担任指令长、3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

出舱活动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王亚平同

志两度飞天圆梦、再上“太空讲台”，成为中国

首位进驻空间站、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

叶光富同志扎实训练、艰苦磨砺，光荣入选神

舟十三号乘组，圆满完成担负任务。为褒奖他

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翟志刚、王

亚平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叶

光富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

级航天功勋奖章”。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同志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

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

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大力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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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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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6月下旬，金砖国家合作再次迎来高光时

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主持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主持或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为引领金砖国家合

作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全球发展注入中国

动力，在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中留下深刻的“中

国印记”。时光荏苒，记录下中国领导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辉煌篇章。

　　“把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关系

发展好，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

设好”

　　“我们来自世界四大洲的5个国家，为了

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走

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走到了一起。”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

次在国际多边舞台亮相，即是在南非德班出

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彼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尚处于起步发

展阶段。这样一个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担当时代作为？

　　习近平主席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指引方

向：“我们要用伙伴关系把金砖各国紧密联系

起来，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着一体化大市

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

流的目标前进。”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深化伙伴关系为

着力点，习近平主席不断推动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走深走实———

　　2014年7月，在巴西福塔莱萨，习近平主

席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

合作伙伴精神，强调金砖国家合作蓝图就是

“发展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

伴关系”。

　　2015年7月，在俄罗斯乌法，习近平主席

提出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关系、促进共

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弘扬多元文明的伙伴关

系、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四点主张。

“四大伙伴关系”定位，为金砖国家未来合作

提供了新思路。

　　2016年10月，在印度果阿，习近平主席总

结金砖国家合作10年经验，提出要继续扩大

和巩固金砖国家“朋友圈”，保持开放、包容，

谋求共同发展。

　　金砖国家合作第一个10年，是集中精力

谋发展的10年，也是坚持不懈深化伙伴关系

的10年。

　　正所谓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

坚于金石。

　　金砖五国国情不同，但对伙伴关系、繁荣

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

　　牢牢抓住这一“最大公约数”，发扬金砖

国家合作伙伴精神，金砖国家合作日趋紧密，

并相继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南美国家领导人，

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

国及受邀国领导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

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等展开对话，

“朋友圈”不断扩大，持续凝聚发展中国家团

结自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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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引领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