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政治建设上下功夫
上半年，普陀团区委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
线，主动承担起区委交付的疫
情防控青年志愿服务任务，并
带领全区团员青年以实际行动
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同
时，通过新制定的《贯彻落实区
委重要指示批示和重点工作的
督查督办机制》，明确项目确定
—细化方案—按期推进—持续
跟踪的工作流程，增强及时、高
效落实区委重要指示批示和重
点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和行动自觉。此外，团区委还
推动团建、队建纳入党建年度
考核及党建经费计划，据了解，
相关工作首次纳入了区委巡察
监督范围。

在修订完善《共青团上海
市普陀区委员会第一议题学习
机制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学习细则》的基础上，团区委将
专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书记会

“第一议题”，据统计，上半年共
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9场，覆盖120余
人次。团区委在持续深化理论
学习的同时，也不忘加强书记
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通过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团百
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习近平在上
海》《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习近平上海足迹》心得分
享等主题，带动机关在编和挂
职干部、基层团干部、党员同志
等参加扩大学习，不断提升理
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在组织建设中求突破
普陀团区委新制定了《共青

团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工作规
则》25条，进一步明确团普陀区
委员会、常委会的组织和成员、
工作职责、组织原则、运行机制、
自身建设等。完善考核评价机
制，统筹日常督查督导与年度述
职评议，采取现场述职与书面述
职相结合、考评结果与奖励惩戒
相挂钩的方式，进一步提升督促
实效。上半年，结合日常工作督
查督导和“大排查、大走访”，团
区委书记班子带队已调研指近
90家基层团组织。

在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
工作中，团区委对标团中央、团市
委改革要求，以织密组织网络为
目标，进一步延伸基层团组织触
手。尤其在本轮疫情防控中，在

16个试点建立了社区团组织的
居民区，成立各类青年突击队和
青年志愿服务队51支，先后吸引
青年近2000人次参与其中，累计
服务时长约7.8万小时，在社区管
理、物资配送、就医配药等工作中
发挥独特的“青”字号组织优势。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后，为保持
社区青年志愿服务队活力不减，
团区委还整合“第二梯队”、青春
社区行动、志愿创投项目等资源，
扩大社区团组织建设试点，不断
提升基层团的活力和粘性。

为了完善团组织扁平化的工
作机制，团区委成立了“青春普
陀”团聚e家微信群，在疫情防控
期间通过点对点联络，精准将5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匹配到278个居
民区工作组，在线为志愿者进行
岗前培训和政策答疑，传播正能
量，营造良好的社群互动氛围。

后期，还不断优化团聚e家志愿
者微信群机制，已分层建立区级、
街镇和居村三层动员体系，推进
塔群式“网上共青团”建设，努力
打通联系青年的“最后一公里”。

在队伍建设上用实招
在选配团的领导机关干部

方面，团区委一直坚持严选严管
的标准。上半年，共指导4家街
镇做好团组织书记调整工作。同
时，健全团干部协管机制，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团干部
协管工作的通知》，逐步实现团干
部选拔配备、教育培养和考核管
理等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配合从严从实抓好团员教
育管理，团区委严把团员入口
关，并出台《进一步规范学校发
展团员和团员管理工作的实施
办法》及工作指引，进一步明确
团员发展的时间安排、名额分
配、程序要求等，上半年共发展
团员605人，不断提升团员发展
质量。同时，组织开展2021年发
展团员核查，扎实推进社会领域
团员发展工作。此外，团区委也
抓牢团员的政治学习不松劲，党
史学习教育、青年大学习平均参
学率稳中有升。

据了解，下半年，普陀共青
团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团，聚
焦优化团青骨干“选育管用”全
链条。通过开展队伍建设调研、
举办团干部培训班、推动团区委
机关与基层团干部双向挂职、关
心关爱团干部、积极向组织部门
推荐优秀团青骨干等方式，进一
步调动团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为打造一支“人靠谱、事办妥”的
青年骨干队伍奠定坚实基础。

02 要闻 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尚青平
2 日晚，一架鬼祟专机落

地中国台湾台北市松山机场，

这是一个全体中华儿女群情

愤慨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向美方发出了严正

声明。

在全球目光注视下，美国

第三号政治人物、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不顾中方多次严正警

告，一意孤行窜访中国台湾。

这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

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

平稳定，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的重大事件，更是美国

对中国作出严肃政治承诺的背

信弃义。中国外交部声明中明

明白白写道：“她（佩洛西）以任

何形式任何理由赴台活动，都

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

治挑衅，中方绝不接受，中国人

民绝不答应。”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正是在一个中国原

则基础上，中国同包括美国在

内的 181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系，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就一个中国原则对中方作出

过庄严的承诺。不久前习近平

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通话

中再次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

上的原则立场：“台湾问题的历

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

楚。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

的政治承诺，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可是美

方出于“以台制华”的战略，支

持和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在台

湾问题上不断蓄意挑衅中国，

步步紧逼中方的红线和底线。

佩洛西此次窜访台湾，美国政

府态度暧昧，甚至颠倒黑白，企

图甩锅、威胁中方，这种唱双

簧、行邪祟的作为为世人所不

齿。

佩洛西的窜访严重挑衅中

国国家主权，严重践踏“一个中

国原则”这一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并承担一

切后果，而中方采取的一切反

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并且必

要的，这也是任何一个独立主

权国家应有的权利，何况中国

是一个拥有 5000 年历史和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美方

之前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

点，那么这一次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严阵以待”和“绝不会坐

视不管”，会让美方认识得很

深刻。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

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

职责。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出

生成长于一个和平的国度，见

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历

程，但国虽强、忘战必危，祖国

统一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是民族大义，更是不可逆的大

势。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切

实增强斗争意识和斗争精神，

与全国人民一道，以敢于斗争

的意志和钢筋铁骨的姿态，在

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

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最

大的确定性。相信广大青年会

始终将满腔民族大义融入我们

的生活，始终满怀激情地为这

个国家更加强盛和美好的未来

而奋斗！

龚正赴青浦区调研

把湖乡好水
融入大都市圈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昨天全天在青浦区调研，察
看镇村、企业、生态岸线、规划展
示馆，深入开展“防疫情、稳经
济、保安全”大走访、大排查，要
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
加快在“五个新城”形成和集聚
特色功能，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的
新样板，下好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战略先手棋，为落实国家战
略、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展现更
大担当作为。

青浦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龚正一行来到徐泾镇蟠
龙古镇，对照沙盘和规划图，听
取城中村改造和综合开发进
展。在重固镇章堰村，龚正详细
了解乡村振兴和历史建筑保护
情况。负责人说，村里引入专业
团队开展保护和更新，村集体组
织作为股东参与分红，村民也实
现了收入增长。龚正指出，成片
旧改完成后，要加快零星地块和
城中村改造。要传承历史文脉，
留住江南韵味，发掘乡村的经济
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打造
市民休闲好去处，促进农民持续
稳定增收。要推动各项资源要
素供给向农业农村倾斜，打造宜
居宜业的农村人居环境。

郊区产业能级持续提升，越
来越多企业选择到新城去。位
于青浦工业园的上海家化联合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近年来
效益持续增长。龚正听取企业
品牌战略和研发情况介绍，并察
看生产线。在金泽镇西岑社区，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正在抓紧建
设，市领导察看研发中心展厅，
就未来规划与企业相关负责人
交流。龚正指出，新城建设重在
内涵上提质升级，要大力推动产
业能级更新迭代，吸引更多企业
总部、要素资源落地，带动人口、
资金、品牌等要素集聚，持续壮
大优势产业集群。

位于沪苏省际边界的元荡，
经过两地携手整治，水波荡漾、
花草繁盛，龚正实地察看元荡生
态岸线整治成效，并走进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展示馆，详细
了解水乡客厅建设、一体化制度
创新成果等情况。龚正指出，要
深入推进一体化制度创新，用好
一体化示范区战略平台，聚力扩
圈、辐射赋能，打造绿色创新发
展亮点。要把生态保护放在优
先位置，把湖乡好水融入大都市
圈，把国家战略机遇和生态优势
转化为区域发展的胜势，进一步
释放发展潜能。

铸团魂 燃青春
为贯彻落实团中央、团市委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的要求，锚定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的目标，2022年上半年以来，普陀共青团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团，逐步完善制度体系，
新制定或修订10项制度，不断提升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青年报记者 蔡娴

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新时代青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青年时评

●传承历史文脉，留住江

南韵味，发掘乡村的经济价

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打造

市民休闲好去处，促进农民持

续稳定增收。

●新城建设重在内涵上

提质升级，要大力推动产业能

级更新迭代，吸引更多企业总

部、要素资源落地，带动人口、

资金、品牌等要素集聚，持续

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

位置，把湖乡好水融入大都市

圈，把国家战略机遇和生态优

势转化为区域发展的胜势，进

一步释放发展潜能。

普陀团区委在政治建设上狠下功夫，研学悟思铸造团魂。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