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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授予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拟决
定向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
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授予
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国家最高荣誉。颁授为什么
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此
次评选经过了哪些程序？将授予哪些
种类名称？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颁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决定 由国家主席授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亦对此
作出了规定，并明确了具体程序。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五条第一款规
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各
方面的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授
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沈春耀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草案
说明时表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这次授予工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议案，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决定，国家主席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并签署国家主席令。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
定，国家一般在国庆日或者其他重大节
日、纪念日，举行颁授国家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的仪式。此外，对于在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施行后（即2016年
1月1日之后）去世的，可以追授国家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

候选人评选坚持最高标准
和功绩导向

沈春耀介绍了决定草案起草的工
作过程和此次颁授活动把握的基本原则。

据了解，2019年1月初，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对做
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提名评
选工作作出整体安排，提出明确要求，
各项工作始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
展，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负责统筹协调。

提名评审工作正式启动后，各地区
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后，由相关单位承
担归口评审任务。各归口评审单位认真
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工作小组评议、听取
专家及相关部门意见、党组会（党委会）
会议研究等方式，对本领域初步建议人
选进行了严格评审，确定了人选排序。

在充分参考归口评审单位排序意
见基础上，经全面比选、综合平衡，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决定正
式开展考察工作。8月上中旬，党和国
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
头对“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人
选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8月23
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全体会议研究通过了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建议人选。8月27日至9月2
日，进行全国公示，建议人选得到全社
会广泛和高度认可。

沈春耀说，评选工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最高标准，坚持功绩导向，以实际

贡献为最重要衡量标准，坚持立场坚
定、品德高尚、群众公认的基本要求，反
复比选、好中选优，确保建议人选经得
起人民考验、时间考验。

将颁授共和国勋章、友谊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授予“共和国勋
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人选。

根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法，“共和国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
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友谊勋章”
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
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
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家荣誉称号授予
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
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还规
定，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
也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国家荣誉的具
体名称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在决定授予时确定。

据悉，此次决定草案提出了“人民
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

“人民英雄”“人民楷模”“民族团结杰出
贡献者”“‘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
交工作杰出贡献者”“文物保护杰出贡
献者”等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

沈春耀表示，此次评选突出时代精
神，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鲜
明主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均应有代表性人物入选；
优先考虑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的代

表人物，注重人选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适当考虑各方
面情况，合理确定人选。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来
第一次集中颁授 具有创制性

我国宪法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作出基本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对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体规
定，为开展颁授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

“此次开展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活动，将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以
来的第一次，具有创制性，是实施宪法
关于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要实践，对
于切实彰显宪法精神，增强全民宪法意
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具有重大意义。”沈春耀说。

沈春耀表示，开展颁授活动，隆重
表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的功勋模范人物，就是通过肯定他们的
历史功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
予他们国家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
和崇高地位，向全社会发出关心英雄、
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信号。

他还指出，授予功勋模范人物勋章
荣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
要的是通过树起标杆、立起旗帜，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更
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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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
——我国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热点解码

新华社记者 陈菲 白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记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说，
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府作出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
系”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
赏。至于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
交，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16日，所
罗门群岛执政党团会议以27票支持、0
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与台
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最终决定。同
日，所罗门群岛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
上述决定。

“我们支持所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
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华
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华春莹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中国已经同世界178个国
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她说，所罗门群岛作出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再次充分
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势不可挡。我们欢迎所罗门群岛政
府抓住历史机遇，作出站在历史正确一
边的选择，在一个中国基础上早日融入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作大家庭。中方
愿与所方共同努力，开启两国关系发展
的新时代。

“至于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
建交，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水到渠
成。”华春莹说。

对于台湾岛内个别人有关言论，华
春莹说，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以己之心度
人之腹的心态。习惯于“金钱买外交”
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原则是买不来的，
信任也是买不来的。

外交部回应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这件文
创产品很有纪念价值，拿着它到博物馆
打卡感觉不错！”9月17日，上海游客
孔繁鑫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购买了
一本“博物馆参观护照”（以下简称“参
观护照”）后说。“参观护照”于当日在三
峡博物馆正式发布，这是首款全国博物
馆共同拥有的文创产品。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参观护照”为
纸本，和外交护照大小相似，分红、蓝两
色，“护照”封面印有中国文化遗产的标
志，工艺精美、制作精良。

据介绍，持照人可在参加“参观护

照”项目的任一博物馆盖章，记录参观
足迹。各参加单位在共同参与、共同服
务、共享产品、协同运营的基础上，共同
为观众提供包括护照签章、持照人积分
奖励等服务。“‘参观护照’项目已吸引
到全国70余家博物馆参与其中。”三峡
博物馆馆长程武彦说，重庆现有三峡博
物馆、巫山博物馆、夔州博物馆等参与
了该项目。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表示，
“参观护照”项目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
有助于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深度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首款全国博物馆共同拥有的文创产品在渝发布

办张护照去博物馆打卡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第34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
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62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
书作了讲话。他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根据宪法、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全国人大常委
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专门加开
一次会议，作出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的决定，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
令，首次授予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

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强化国家意识，形
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劲合力
的现实需要；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凝聚时代精神的现实需要；是全面
实施宪法、落实国家勋章荣誉制度的重
要举措。

栗战书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
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程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
家的发展进步，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
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留下感人至深的
事迹，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共同书写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篇

章。这次授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的36人，他们都是各方面最具代
表性、标志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
人物。70年来，许多国际友好人士，满
腔热忱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促进中
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杰
出贡献。这次被授予友谊勋章的6名
外国政要、国际友人，就是其中的代
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
家主席签署主席令的形式，授予他们国
家最高荣誉，大力宣扬他们的丰功伟
绩，就是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见贤思
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就
是要彰显宪法和法治精神，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更好
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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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同时也彰
显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追
求和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和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的坚强意志和宽阔胸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
赤林、丁仲礼、郝明金、武维华，秘书长
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国家监察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全国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主持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 （记者
汪涌 姬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
祥物17日正式发布，北京冬奥组委将
从10月5日起，在每月第一个星期六
的“特许上新日”在全国各实体店和官
方网店，陆续推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特许商品。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时尚、可爱的

形象一经发布，即受到热烈欢迎。北
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接
受采访时介绍，这两个吉祥物特许商
品将从10月 5日的“特许上新日”开
始陆续推出，首批将推出吉祥物徽章
和文具等特许商品，吉祥物玩具将可
在官方网店接受预订。根据工作安
排，还将在年内发行吉祥物纪念邮票
和邮品。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
特许商品 10 月 5日起上市

新华社北京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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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
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叶选平同志，因病于2019年9月17
日12时50分在广东逝世，享年95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
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叶选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9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在雾都宾馆举行的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二青
会）重庆市代表团总结大会上获悉，在8
月于山西举行的二青会中，我市代表团
共获得15金23银37铜，创造了我市参
加全国综合性青年运动会最好成绩。

据了解，二青会中，我市共有1320
名运动员参加了27个大项484个小项
的角逐，558名运动员进入决赛，凭借
顽强的拼搏和出色的发挥，重庆此次获
得15金23银37铜的优异成绩，其中
体校组获得9金13银18铜，俱乐部组

获得6金10银19铜。重庆市代表团还
获得二青会体育道德风尚奖，圆满完成
了赛前制定的“锻炼队伍，发现人才，力
争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目标
任务。

“此次二青会，不仅创造了我市参
加全国综合性青年运动会最好成绩，还
体现了我市体育后备人才竞技水平不
断提升、竞技体育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
强、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不断完善
等特点。”市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本次总结大会上，市体育局还对
二青会中表现优异的单位进行了表彰。

斩获15块金牌

二青会重庆市代表团举行总结大会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9月17
日，由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共同举办的
2019年重庆市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宣传
周校园日活动举行，重庆大学等5支队
伍获网络安全攻防竞赛一等奖。

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范涛介绍，本
次网络安全攻防竞赛从筹备、报名、初
赛到决赛历时近两个月，共有300多支
队伍、1100多人报名参赛，经过线上预
选赛的激烈角逐，最终，璧山区教委、重
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等12家单位的20支队
伍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决赛中，参
赛选手之间展开激烈的争夺。最终，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电
子工程职业学院等5支队伍获得了一
等奖。

据了解，活动当日，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还通过学校网站、“两微一端”和校
园广播等多种渠道，采用主题班会、专
题讲座和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开展网
络安全宣传，积极倡导合力净网、依法
用网、科学护网，切实提高师生网络安
全意识。

重庆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攻防竞赛落幕

重庆大学等5支队伍获一等奖

庄严的残历碑静静矗立，无声诉
说着这个民族的巨大苦难；刺耳的警
报声划破天际，宣示着这个民族的铮
铮誓言。“九一八”，中国人民永不忘
记。

88年前的9月18日夜晚，震惊中
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
义自此开始了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
争。野蛮战火从松花江畔烧到五指山
下，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战
争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昭

昭，军国主义的暴行早已被牢牢地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后人。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起点。事变爆发当夜，东北军部分
爱国将士拒不执行“不抵抗政策”，打
响了反抗侵略的第一枪。事变第二
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抗日宣言，
很快派出杨靖宇、赵尚志等骨干深入
东北领导武装抗日斗争。从“九一八
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

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万众
一心，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感
天动地的壮丽史诗。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
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
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
14 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
的历史转折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九一八”，重温
抗战历史，意义尤为重要。这是提醒
人们勿忘国耻，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全民族的意志；是
警示人们居安思危、朝乾夕惕，盛世更
要警钟长鸣；是缅怀和告慰先烈，忠魂
当笑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望来路，苦难铸就辉煌；展望
前途，光明引领未来。踏上新征程，
无论过往取得多大成绩，都需要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都需要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使“中国
号”巨轮驶向灿烂的明天。

（新华社沈阳9月17日电）

从苦难走向辉煌
新华社记者 徐扬 赵洪南

新华时评

9月17日，在韩国坡州市，工作人
员准备扑杀病猪（航拍照片）。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17日发布
消息说，京畿道坡州市一家养猪场16
日下午报告5头猪死亡，检疫部门17
日早晨 6 时 30 分确认死亡病猪感染
非洲猪瘟。

新华社/法新

韩国确认出现
非洲猪瘟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