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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重大人
才工程陆续启动实施$

据了解#作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 !!"#"!!"!"年"& 的重大创新和突出亮
点# 启动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在国家人才规
划中还是第一次$

!"$%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认真贯彻落
实人才发展规划# 协调有关部门制订实施
方案#建立实施机制#推动各项重大人才工
程的组织实施$

人才发展规划按照引领性'创新性'示
范性的原则和少而精的要求# 设计了由国
家层面组织实施的 $! 项重大人才工
程(((

设计了)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设计
了)文化名家工程*')全面健康卫生人才保
障工程*')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边远
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
支持计划*')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

设计了)青年英才开发计划*')高素质教育
人才培养工程*$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同
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 实施好这些工
程能够引领整个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我国
人才竞争力在某些领域进入世界前列#从
而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有
力拉动和支撑科学发展$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制定重大

人才工程分工方案$ 为抓好人才发展规划
的贯彻落实#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于
!"$"年 &月印发实施人才发展规划任务分
工方案# 明确各项重大人才工程的牵头部
门和参与部门# 并对重大工程启动实施提
出要求$ 同时#各牵头单位签订重大人才工
程责任书$

(((各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完善工程实
施方案$ 任务分工方案下发后#各部门高度
重视#相互配合#抓紧开展实施方案的制定
完善工作$ 牵头单位组建了部领导牵头'相
关司局参加的工作班子#特别是教育部'科
技部' 卫生部等部门领导亲自主持实施方
案制定工作$

记者了解到# 凡是由多个部门实施的

工程# 都建立了部际协
调小组# 牵头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任组长# 参与
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成

员#负责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去年年底前# 各项工程完成实施方案
的制定工作# 明确提出了各工程的任务目
标'主要内容'工作分工'进度安排'经费预
算和组织领导机制等# 有的还研究制定了
子计划的实施方案$

今年以来# 各工程牵头部门在实施方
案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 研究
制定经费预算方案送财政部审核# 并按照
财政部审核意见积极调整思路# 增强方案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着)先易后难*')成熟一个#启动
一个*思路#各牵头单位在实施方案制订
报批的同时# 抓紧推进重大人才工程启
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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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央
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
发了%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规定&# 并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
队认真贯彻执行$

%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规定&明确了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从 $$个方

面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作出
了 (%个)不准*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对
党委'纪委'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机关部
门的责任作了规范#规定了考评及结果
运用'责任追究办法#为进一步促进军
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提供了重要
遵循#是新形势下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
设的重要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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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孩子们健康
才有祖国的未来

#$$jklmQNno@\pqrst

)同学们#今天有三位新,同学-和我们
班同学一起上体育课# 第一位是温家宝总
理$*)月 *$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
小学的操场上#体育教师张涛异常高兴地对
六年级二班的 *(位同学说$

背心'短裤'球鞋..一身运动装的温
家宝站到了队列的第一排$同学们以热烈的
掌声#欢迎温总理的到来$ 奥运冠军杨扬和
国家篮球队原教练阿的江也站在了队列中$

蓝天白云# 微风习习$ 上午 +时 &"分
许#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
员刘延东来到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北京市朝
阳区十八里店小学#亲切看望师生#并和孩
子们一起上了一堂体育课$

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党和政府非
常重视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 今年 * 月 )

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保证
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

*月 +日# 温家宝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
时#全国人大代表'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杨
扬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总理能够和青少年共
上一堂体育课#以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 温
家宝当场愉快地答应/我一定和孩子们上一

堂体育课0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他专门抽
出时间到十八里店小学#兑现诺言$

+时 ))分#篮球课开始$)今天的内容是
学习运球跑动投篮#然后进行一场对抗赛$ *

张涛说$

运球'传球'投篮..球场上#你来我
往#好不热闹$球场边#其他同学组成了拉拉
队#)加油*声不断$

一个'两个'三个..伴随着一个个进
球#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连
续投进了六个球#额头上冒出了汗$

整整 &" 分钟和小学生们一样上体育
课#使温家宝仿佛回到童年$ 望着眼前天真
活泼'健康快乐的孩子们#他深情地说#同学
们#跟你们打一次篮球#我非常高兴$大家都
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德智体的基础是身体#

德智体要全面发展#必须有强健的身体$ 因
为身体是精神和知识的载体$ 没有好的身
体#就不会有充沛的精力刻苦学习$

温家宝接着说#只有孩子们健康#才有祖
国的未来$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要有一
个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学
们要热爱运动#经常运动#把运动贯穿一生$

已近 $"时#告别的时候到了#孩子们呼
喊着#围在温总理身边#舍不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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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厉行节约工作会议
*$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指出
建设一个廉洁'节俭的政府是我们的目
标$ 中央国家机关要带头厉行节约#特
别要从严控制和压缩因公出国出境'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三项经费
支出$ 这项工作要注重制度改革和建
设#加强监督检查#务求实效#不搞形式
主义#不走过场$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出
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中央国家机关
要带头做好厉行节约工作$

“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幸福的童年”
$$$f���m�f%�\&��:�7���������n��N����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正在湖
北省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月 *$日来到十
堰市柳林幼儿园# 亲切看望小朋友和幼儿
教师#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表
示节日的祝贺# 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表
示诚挚的慰问$

十堰市柳林幼儿园是一所设施齐全'

管理规范'面向社区的幼儿园$ 今天的柳林
幼儿园里#一簇簇彩色气球#一个个卡通图
案#把节日气氛烘托得格外浓郁$

胡锦涛一到柳林幼儿园# 先走进大一
班的活动室$ 小朋友们正津津有味做着手
工#有的在制作小红花#有的在画脸谱#有
的在粘彩球贴画#有的在贴纸杯娃娃$ 当总
书记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他们一起大声向
胡爷爷问好$ 总书记走到孩子们身边#俯下
身饶有兴致地观看他们的手工作品# 夸奖
他们做得真棒$

这时#两个小朋友跑过来#邀请胡爷爷
一起制作小红花$ 总书记同孩子们围坐在

小桌前#叠纸'缠绳'打结'翻花..不一会
儿#一朵朵小红花就做好了$

有个小朋友举起自己制作的小红花
说/)胡爷爷# 您看我的红花做得多漂亮
呀#我想把我做的小红花送给您0*总书记
高兴地接过来#微笑着说/)爷爷也把自己
做的小红花送给小朋友们#好不好1*孩子
们齐声回答/)好0 *总书记站起身#走到
用大一班全体小朋友的笑脸照片组合成
的)笑脸墙*前#把亲手制作的小红花粘贴
在孩子们的笑脸中间$ 接着#总书记拿起
笔在)笑脸墙*上写下)快乐生活*)健康
成长*+ 个大字# 并领着孩子们大声念了
起来$

幼儿园多功能厅里# 小朋友们正在老
师带领下做游戏$ 看到几个小朋友准备过
)独木桥*# 总书记走上前# 牵着他们的小
手#鼓励他们勇敢往前走$另一组小朋友正
围成一圈#兴高采烈地做)彩虹伞*游戏$总
书记走过去#同孩子们一起掀动彩色绸布#

就好像掀起了一片)海浪*$ 有的小朋友钻

到)海浪*下#玩起了)抓小鱼*$ 游戏结束
时#一个小朋友跑过来#紧紧依偎在总书
记身旁$ 总书记搂着他#慈爱地亲了亲他
的小脸$

幼儿园排练厅里# 伴随着阵阵架子鼓
声#一群孩子唱起欢快的歌曲#迎接自己的
节日$ 总书记来到排练厅#欣赏孩子们精彩
的表演$

一首唐诗歌曲%春晓&#一首现代儿歌
%娃哈哈&#孩子们稚嫩的童音'生动的表
情'活泼的动作相映成趣$ 总书记一边听#

一边打起了拍子$ 儿歌%找朋友&的旋律响
起#总书记走到孩子们中间#和他们一道
唱起来$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
友..*#孩子们簇拥着胡爷爷#唱得格外
起劲#笑得格外灿烂$

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

还学会很多本领#总书记感到非常高兴$ 他
亲切地说/)小朋友们#明天是国际儿童节#

是你们的节日#今天爷爷特地来看望你们#

祝你们'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0 小朋友们

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祝愿小朋友们
在老师和家长的培育下#快乐生活#健康成
长$ *

在幼儿园的一楼大厅# 幼儿教师们围
拢到总书记身边$ 胡锦涛对老师们的辛勤
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殷切希望各位老师用
更多的爱心把孩子们呵护好'培育好#让每
个孩子都拥有幸福的童年$

总书记还叮嘱在场的负责同志# 要高
度重视学前教育#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充
分调动社会资源# 加快建立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 努力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
良好的学前教育$

临别时#小朋友和老师们涌过来#依依
不舍地向总书记道别# 幸福感洋溢在一张
张欢快的笑脸上..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
任令计划#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
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一同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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