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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心青年
成长成才、谋划青年工作发展进步，激励广大青年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

殷殷期望 谆谆重托——习近平总书记领航青年奋进之路

“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复兴栋梁、强国先锋”……2022
年 4月 25日，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激荡
着青年学子的铿锵誓言。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所中国共产
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深情寄语广大青年：“牢记党
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
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百年芳华，青春万岁。“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
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1919年，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的五四运动，唤醒
了沉睡大地，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觉醒年代；

1921年，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光明道路，掀起了改天换地的巨澜；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凝聚中国青年之志，
紧随党的脚步，探索民族复兴的前程；

……
翻开史册，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

子之心，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
业，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谱写了中国青
年运动的壮美篇章。

青春，百年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基因。
“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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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古老民族迈向复兴的生机力量。
2013年5月4日，党的十八大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参加主题团日活动。

“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
史进程紧密相联。”面对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点明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中国梦是我们的，更
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
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们寄予厚望。他对青年朋友

说，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
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 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

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足于“确保党的

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考虑，指导青
年成长和部署青年工作。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青年
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谈到青年和青年工作；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发出“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
彩”的伟大号召；

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上，作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
年”的深情勉励……

一次次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引领全党一同走近青年、倾听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教
育青年、引导青年。

这一幕雨中场景，令无数青年人感到温暖。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考

察即将结束，走出图书馆时，天空下起雨来。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到送别的同学们中间，挨个儿握

手。就这样持续了十多分钟，雨水打湿了总书记的衣服和鞋
子……

在场的青年学子说：“总书记的手温暖、有力，给人以力
量。”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定下的一条原则。

从未名湖畔聆听青春诗会到清华园内察看技术实验，从
航天城的青春对话到巢湖之滨的青年座谈……每到青年人
的节日，无论多忙，习近平总书记总要来到青年人中间同大
家亲切交流，听取青年心声，感受青春脉动。

希望青年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勉
励青年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鼓励青年志愿
者“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鞭策青年官兵“争
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兵”……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话语、殷殷嘱托，指引新时代青年担
起时代重任，为实现中国梦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顽强奋斗。

倾心呵护 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2014年 12月 20日，一堂生动的中华文化“公开课”在澳
门大学横琴校区举行。

在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这里，应邀参
加师生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

“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者、忠实学习
者。”习近平总书记分享起自己的学习经历，从青少年时代开
始到现在，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
益。读小学时，就看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后来做了七
年农民，也一直在学习、在积累。至今，只要有闲暇，推开中
华文化宝库的大门，仍是“一书在手，其乐无穷”。

身教胜于言传。亲身经历、切身体悟的亲切交流，总是
让青年人深受启迪。

（下转第三版）

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青年和青年工作纪实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董博婷 张研

本报讯 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近日发布 2021年度贵州
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结果，都匀毛尖成功入选，位
列第二。

据了解，开展此次评价工作旨在探索品牌强农新路径，树
立农业品牌新典型，打造一批高品质、有影响力的“贵”字号区
域公用品牌。

“中国十大名茶”都匀毛尖是贵州绿茶卷曲形茶的优秀代
表，素有干茶色泽绿中带黄、汤色绿中透黄、叶底绿中显黄

“三绿三黄”的品质特征，嫩香持久，香气清冽，鲜爽回甘，
水浸出物、氨基酸、茶多酚含量等理化指标均高于同类绿茶
标准。

近年来，以都匀毛尖茶为代表的黔南茶产业，依托资源、品
牌、政策等优势，创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这篇大文章，实现面积、产量、产值和销量跨越式增长，“都匀
毛尖”品质硬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双双大幅提升。2021年，全州

投产茶园面积 118.2 万亩，茶叶总产量 5.2 万吨，茶叶总产值
88.93 亿元，投产茶园平均亩产值 7524 元，年销售额 84.96 亿
元。

多年来，黔南高度重视都匀毛尖品牌建设工作，成立了都
匀毛尖品牌管理委员会，采取“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的母子品
牌模式，构建了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质量、统一宣传、统一
价格、统一标准的“六统一”品牌管理体系，提升都匀毛尖品牌
竞争力。目前全州申报都匀毛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企业 45
家，授权证明商标企业 87家，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
复“都匀毛尖”商标为“驰名商标”。

经过多年匠心塑造，2021年都匀毛尖茶区域公共品牌价
值达到 40.2亿元，获“最具传播力品牌”称号。在 2017年首届
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都匀毛尖荣获“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
用品牌”，2020年被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本报记者 刘雪红）

2021年度贵州省十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选结果发布

都匀毛尖成功入选位列第二

本报讯 为推进我州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链与人才链双
链融合，提供人才支撑，做好人才对接，近日，由州工信局主办，
福泉市、瓮安县工信局联合协办的黔南州2022“共创新产业·智
造新未来”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人才对接会在瓮安县、福泉市
召开。

会上，州工信局通报黔南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宣
读《关于聘任新型工业化“引才大使”的通知》并颁发聘书，宣读

《关于公布第一批“黔南州工业产业链·人才链双链融合试点基
地”的通知》并进行授牌，并向福泉市、瓮安县人民政府进行高校

“引才工作站”授牌，与会企业和院校分别介绍相关情况同时深
入座谈交流。

期间，各院校代表对瓮安县、福泉市等地的新能源电池材料
项目建设基地进行了现场观摩。

据悉，我国新能源汽车、储能材料产业进入了导入期向成长
期过渡的关键阶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新能源电池
材料产业实现了快速增长并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为
提升我州磷化工产业体系的产能和核心竞争优势，在市场快速
增长的情况下抢占先机，黔南将加快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推动人
才平台的建设发展，把黔南打造成为贵州人才汇聚新高地，支持
企业的创新活动。

下一步，我州将在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发展上重点打造一
条绿色低碳、链条完整、高附加值的磷系新材料产品链，以新能
源电池材料产业发展协同为突破口，重点发展磷酸铁、磷酸铁锂
和电解液三大核心产品，形成电池产业和新型农肥两个重点产
品集群；以传统磷化工转型协同为方向，借助氯碱化工和新能源
电池材料前端保障，推动热法链上延链建链、湿法链上技改升
级；以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协同为牵引，依托发挥省级化工园区优
势，科学承接精细化工产业转移。

（本报记者 王金柱）

黔南州2022“共创新产业·智造新未来”
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人才对接会召开

本报讯 连日来，州纪委州监委通过组织全州纪检监察干
部收看开幕会、撰写热议、推送会议相关报道及解读文章等方
式，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大家认为，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召开，是我省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喜事。会上，谌贻琴同志所作的报告对贵州过去五年
的历史性成就和珍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对未来五年工作的
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要任务进行了部署，描绘出宏伟的发展
蓝图，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会议精
神，结合自身岗位职责抓好贯彻落实，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
事创业的实效。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闭幕后，州纪委州监委随即召开纪委常
委会监委委务会(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明确把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州纪检监察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并对委机关开展学习、宣传宣
讲、培训和对各级各部门学习贯彻情况进行监督等作出安排部
署，以确保学深悟透、深刻领会，有效推动工作。

征程再起、未来可期。全州纪检监察机关将坚定不移打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坚持严的主基调不
动摇，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为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推动黔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维护良好政治生态。

（陈文宇 艾奇鉴 本报记者 姜来）

州纪委州监委掀起学习贯彻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本报讯 近日，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召开政策调整新
闻发布会，对黔南州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相关内容
进行介绍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

会上，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就州住房公积金政
策调整的背景、内容做了简要介绍。此次政策调整共涉及 7
个方面，包括取消在贵阳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住房办理提取业
务的户籍限制，调整购买二手房提取时限，调整老旧小区改
造提取使用政策，取消公积金贷款次数对购房及偿还住房贷
款提取的限制，取消提取公积金用于补交土地收益金的政
策，采取“承诺+授权”的方式办理提取、贷款业务、优化部分
提取方式等内容。

据了解，为落实新国发 2号文件，响应“强省会”战略部
署，在州委、州政府安排部署下，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实施
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并于2021年启动“聚保增”改革。

截至今年 3月末，州公积金中心累计向 88335户职工家
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总额 208.22 亿元，贷款余额
126.59亿元。“十三五”期间，全州共归集住房公积金 153.05
亿元，是“十二五”的2.4倍；共提取住房公积金94.95亿元，是

“十二五”末的 3.26 倍；共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41079 户
124.99亿元；实现增值收益达 5.21亿元，是“十二五”的 1.66

倍；提取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 3.56亿元，是“十二五”的 1.59
倍。

会上，州公积金相关负责人就黔南老旧小区改造情形和
成效、黔南针对高层次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政策倾斜
以及如何实现“数字赋能·智慧公积金”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我州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解读黔南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相关内容

本报讯 近日，州茶产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第14
届贵州省茶产业博览会黔南州分会场筹备工作。

第 14 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将于 5 月 10 日在遵义湄潭举
办。本届茶博会将采取“1+N模式”进行，即在遵义设主会场，
在全省 8个市（州）设分会场。黔南分会场开幕式设在都匀，平
塘、瓮安、贵定等县（市）并开展相关子活动。

会议指出，北有湄潭茶博会，南有都匀毛尖茶人会，是贵州
省两个重要的茶事活动，办好茶博会黔南分会场活动，将为黔南
茶企茶农搭建销售平台，推动都匀毛尖销售，助推产业发展。筹
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分
工，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筹备工作抓细抓实抓好，充分展
现中国十大名茶都匀毛尖茶的风采。

会议强调，本次活动要加强抓好安全、资料、宣传管理和疫
情防控等关键环节，确保宣传推介有效果、展示展销有成效、安
全维稳要做实、疫情防控要严格、宣传报道要跟进、后续影响要
扩大。 （赵亮琴 本报记者 刘雪红）

第14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即将召开

黔南设分会场并举办系列茶事活动

眼下，罗甸县茂井镇 1200 亩枇杷陆续成熟迎来采收
期，当地村民忙着采摘、分拣、包装，供应市场需求。

近年来，罗甸县依托低海拔富热量区域优势大力发展
水果商品化种植，通过党建引领，以“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不断提高四季水果发展的竞争力，有力促进农
业增效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肖伟 摄

罗甸：枇杷丰收村民笑

采摘枇杷

分拣枇杷供应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