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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努力锻造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了《2019-2023年全国党政
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对
2019-2023年全国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建设
作出全面规划，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新时代

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规划纲要》指出，要着眼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两个
维护”强化政治忠诚，着眼坚定信仰深化理
论武装，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配强领导班子，
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持续改进作风，激励担
当作为，努力锻造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做
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
制。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以

致用、知行合一，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
者。要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增强整体功能，
选优配强党政正职，优化年龄结构，改善专
业结构，完善来源、经历结构，大力发现培
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合理配备女干部、少
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要全面提高领导
水平和专业素养，注重实践锻炼，提高领导
班子专业化水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要加强管理监督、激励担当作为，严
格日常管理，完善考核评价，强化正向激

励。要持之以恒改进作风、严肃纪律，密切
联系群众，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规划纲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
抓好贯彻落实，提高领导班子建设质量。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
责任人职责，把选干部、配班子作为重要政
治责任，履责情况要纳入考核内容。班子
其他成员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组织（人
事）部门要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
工作合力，推动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启动四年启动四年
打造智媒体平台

自2015年成立以来，封面传媒致力于
打造“智能＋智慧＋智库”的智媒体平台，
把握5G、大数据、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时代
机遇，着力推进数据驱动下的视频传播和
社群营销战略；持续优化升级由七大类21
个产品组成的“智能编辑部”，形成“智
能+”的产品生态，实现了推荐算法、机器
写作、机器生成语音、人脸识别、图像识别、
智能营销多个技术突破。

目前，封面新闻APP已迭代至5.0版
本，“智能＋”产品生态也在逐步形成，其中
包括封面推荐算法、封面数据、封面云、封
巢系统等基础产品；小封写作、小封播报、
封面视频、封面直播、封面VR、封面AI记
者、封面AI主播等内容产品；青蕉社区、青
蕉拍客、封面号等UGC产品；封面指数、封

面舆情等智库产品。
封面传媒用3年时间顺利度过1.0阶

段，迈入2.0阶段。在新的3年，封面传媒
将加快构建“科技＋传媒＋文化”生态体。
科技是引领，智媒体是核心，新型文化业态
是支撑，三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发展生
态。

技技术驱动术驱动
支持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技术飞
速发展时期，各行各业都在跨界融合。在
媒体行业，媒体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媒体融合正在向更深层次
的领域推进。封面智媒云平台以其在媒体
融合领域的突出表现，荣获“中国报业媒体
融合、信息化和网络安全项目创新奖”。

智媒云平台基于封面自研的封巢智媒

体进行构建，从技术内向赋能进阶到外向
拓展，从驱动单个媒体的报网融合发展到
支持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封面传媒以智
媒云平台为基础，逐步建立两横一纵的技
术生态圈、深化合作的传播生态圈和不断
拓展的产业生态圈。

封面传媒技术团队以智媒云平台为
基础，走精品化和规模化相结合的道
路。建设了四川首个具有租户管理系统
的省级融媒云平台，实现了 147 个县的
批量化入驻和管理，并即将实现服务租
赁和平台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同时，封
面传媒以功能为突破，重点建设一批县
级、市级和行业融媒体中心，走精品化路
线。在重点项目落地部署的区域，横向打
通融媒体中心与地方智能系统的联系，实
现服务融合和项目升级，寻求在平台及品
牌合作方面新空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首批6座城市试点
青年志愿者服务制度改革启动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是汇聚社会资源、传递社会关爱
的重要载体。当前，四川青年志愿服务
工作仍存在体制机制滞后、政策激励缺
位等问题。

为进一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
态化，四川发布全国首个青年志愿服务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四川青年志愿
服务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方案》既坚持了四川过去的有效
做法，又学习借鉴了志愿服务先进地区
的有益经验。”团省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方案》在组织架构、服务领域、平台
运行等方面有诸多创新突破，为全省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改革工作提供了操作蓝
本。

当前，试点工作已正式启动。记者
了解到，此次试点工作，选择成都、眉山、
宜宾、泸州、南充、攀枝花六个市为试点
地区。试点内容在各个城市各有侧重。
例如，成都将侧重开展社区服务、生态环
保等领域的志愿服务，探索创新个性化
服务机制；眉山将在城市治理和节水护
河等志愿服务领域开展工作，创新志愿
服务供需对接和时长记录工作机制。

《方案》提出，到2020年，试点地区
注册青年志愿者人数将从现有的70万人
提升至100万人，到2022年，人数超过
200万人。同时，建成布局合理、管理规
范、服务完善、充满活力的青年志愿服务
工作体系。

涉及19项内容
创新互联网联动机制及激励政策

《方案》分为总体要求、试点任务、激励
机制和保障措施四个部分，涉及19个方面。
其中在组织架构、平台运行、激励机制、品牌
运行等方面有创新突破。

《方案》提出，四川将重点实施“互联网+
志愿服务”，完善“志愿四川”网络平台，加快
实现各级青年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与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政策共
享。同时，探索以社区为依托的青年志愿服
务基层网点建设，开展志愿服务需求收集，

为实现志愿服务就近就便、自由参与创造
条件。

在对外交流领域，四川青年志愿者服
务将依托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
愿服务交流会平台，加强与各省（区、市）间
交流合作，深化港澳台交流，积极参与中国
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

同时，《方案》还强调了激励政策。《方
案》提出，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
中专院校在考试升学、人员招录（聘）、干部
选任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优秀志愿者；
在推动现有政策落实基础上，在公共住房、
教育医疗、创业就业等领域，推出公租房优

先保障、就诊“绿色通道”、景区票价及交通
票价优惠等激励措施。

志愿服务步入专业化
四川青年志愿者学院揭牌成立

在会议现场，共青团四川省委与省监
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就共同开展“青春
志愿·迷途导航”社会帮教志愿服务专业项
目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为三支专业志愿
服务队授旗。

今后，三方将探索通过组织法律、医
疗、艺术等方面的社会专业青年志愿者走
进监狱、戒毒所等特殊场所，开展情绪疏
导、技能培养、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志愿服
务，组织干警以志愿者身份走进社区，常态
化参与社区矫正、禁毒防艾、心理援助等志
愿服务的双向模式，引导志愿服务向特殊
领域延伸，深度参与社会治理。

而作为探索青年志愿者培养的关键一
步，四川青年志愿者学院也正式揭牌成
立。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学院成立标
志着四川省“一体两翼三支撑”的省级青年
志愿服务示范运行体系建设又向前迈出了
坚实一步。学院将依托省团校现有的师资
和阵地，专门针对青年志愿者、青年志愿者
组织、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者开展培训和理
论研究，为我省青年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
化发展提供专业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成都市：开展社区服务、生态
环保等领域志愿服务，探索创新个
性化服务机制，构建科学、完备的
志愿服务评价激励体系。

眉山市：开展城市治理、节水
护河等领域志愿服务，创新志愿服
务供需对接和时长记录工作机制，
打造眉山青年志愿服务品牌。

宜宾市：开展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保护、留守儿童关爱等领域志愿
服务，优化提升“宜小青”志愿服务
品牌。

泸州市：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特殊群体关爱、禁毒防艾和安
全环保等领域志愿服务，推进“小
桂花”志愿服务专业化发展。

南充市：开展社区服务、留守
儿童关爱、特殊人群社会融入等领
域志愿服务，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
青年志愿服务品牌。

攀枝花市：开展康养医疗、生
态环保等领域志愿服务，推出与

“康养+”相匹配的志愿服务品牌。

四川省首批
试点城市及试点内容

▼

“西部行动”志愿服务计划。

以技术驱动融合
封面传媒斩获中国报业技术年会两项大奖

国内首个青年志愿服务制度改
革试点方案在川发布

在志愿者服务发展中，青年，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12月4日，四川青年志

愿服务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新闻通气会
在成都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四川
青年志愿服务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下
简称《方案》）已于近日印发。

作为全国首个青年志愿服务制度
改革试点方案，这份《方案》有哪些特
色亮点？一起跟随记者来看看吧。

为进一步提升全国报业媒体的信息
化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12 月 4 日，
2019年中国报业技术年会在福州举行，
全国报业集团和业界技术公司共计250
名技术代表共聚榕城，共商新时代报业
融合发展新举措、新经验。

多个报业技术奖项在会上揭晓，四
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封
面传媒）荣获“2019年中国报业技术创
新企业”、“中国报业媒体融合、信息化和
网络安全项目创新奖”两项大奖；《AI自
动化写作在智媒体中的应用》、《封面新
闻智媒体技术进阶的实践之路》两篇论
文入选《2019 中国报业技术年会论文
集》。

志愿者为老人理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12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
步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工作，要求大力支持灵活
就业；决定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
进残疾人就业；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草案）》，用法治手段治理欠薪顽疾。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通
过多方采取措施，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提前实现。但当前
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稳就业压力加大。要更大
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在积极扩内需、稳外贸
带动就业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
举措。一是各地要着眼稳就业大局，出台更多支
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抓紧清理取消不合理限
制灵活就业的规定。深入推进“双创”，降低小微
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紧转02版）

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工作
降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