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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中央人才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获悉! 至去年底!!"#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第五批 "千人计
划#!其中创新人才 $%&名!创业人才 '#

名$目前!"千人计划%已分五批引进专家
()*!人$

作为我国目前最高层次的海外人才
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得到了海外留学
人员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参与! 在关键技
术&高新产业&新兴学科等领域发挥了重
要作用$

''取得一批标志性的原始创新成
果$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带领研究团
队成功实现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量态隐形
传输!比原世界纪录提高了 $+多倍!为实
现全球量子通信网络奠定重要基础$

'''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
关键技术$ 展讯通讯(上海)有限公司李
力游博士研发 ,-!./-01核心芯片!为
推动国家自主标准 ,-!./-01的正式
商用起到重要作用$

'''推动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壮大$ 张辉博士创办北京创毅视讯科技
有限公司!自主开发 /002手机电视芯
片&*3移动通信 ,-!4,5芯片& 移动互
联网终端应用处理芯片三大核心芯片系
列!树立了在该领域领先地位$

'''打造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
团队$ 施一公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院长后! 带来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使其结构生物学中心迅速成为世界一流
科研中心$

'''推进科研& 教育和人才工作机
制改革创新$ "千人计划%专家充分发挥
熟悉国际通行的科技开发& 科研管理和
人才体制机制的优势! 积极在所在单位
推进改革创新$

在"千人计划%示范带动下!各省区市
制定实施各具特色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

部分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
市县也制定实施了类似的引才计划$

目前!以引进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热潮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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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
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 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
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当翻身农民
将象征着封建剥削制度的地契付之一炬的时
候!,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中国终于实现了$

随着一张张地契的灰飞烟灭!亿万中国
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农村生产力彻底摆脱
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勤劳伟大的中华民
族释放出了被压抑千年的激情$

到"6'7年底! 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
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取得胜利
的历史性标志$至此!在中国延续了 7&&&多年
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抛弃在历史的车轮之后$

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
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历史名词!农
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经济迅速走向

恢复和发展! 也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发展与
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同时! 党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
有组织的阶级队伍! 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
政权的改造!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
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

朝鲜战争爆发$ 当侵略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的时候!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艰
难决策$ 从 "6'&年 "&月 "6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到 "6'!年 8月 78日!历经两年零九
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在
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伟大胜
利!巩固了中国的东北边疆!维护了亚洲和世
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的
同时!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也在全社会范围深入展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
工矿企业到机关学校!整个社会面貌都在发生
深刻变化$

'''工厂里! 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

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被废除! 工厂管理
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建立起来! 工人得以
参加工厂管理$

'''家庭中!"6'&年 '月颁布的婚姻法实
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
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社会上!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
赌博等旧社会遗留的各种丑恶现象被彻底取
缔!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在民主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 围绕恢复
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 党和政府领导开
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
民主主义建设$

"6'7年!全国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
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新
中国在战后经济恢复之快& 增长幅度之大举
世瞩目$

经过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

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
有了初步发展!连年的战争创伤得到医治!这一
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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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抗击非典! 到 7&&6年
奋战甲流! 再到 7&"" 年澄清
,阴性艾滋病%疑云!钟南山总
是行走在中国医学征途的前
沿$ 他帮助人们一次又一次消
除对于疾病的恐惧! 用他永不
停歇的脚步阐释一个优秀共产
党员的使命$

7&&!年抗击非典战斗中!

钟南山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 当有关权威机构传来
消息! 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
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 发现了典型衣原
体! 并建议对同类病例使用抗生素进行治
疗时!钟南山没有在权威面前迷失方向$他
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
点! 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
之一!但不可能是致病的全部原因$在这种
科学精神的指引下! 钟南山和他的研究团

队日夜攻关! 终于在短时间
内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救治办法!即,三早三合理%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
合理使用皮质激素& 合理使
用呼吸机& 合理治疗并发
症)!为广东实现非典死亡率
最低& 治愈率最高做出了突
出贡献$

今年年初以来! 社会上
风传一种叫做 ,阴性艾滋病%

的神秘病毒!部分疑似患者声
称感染不明病毒后出现类似
艾滋病的症状! 但血液检测
9:;却呈现阴性!这一事件引

起了部分公众的恐慌!一时流言四起$钟南山
迅速组织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干力量
对来自全国 )%个省份的自述疑似艾滋病毒
感染人员进行系统临床观察和研究! 以权威
的临床数据揭示了-阴滋病.的真相!证实"阴
滋病%的不少症状由已知病毒引起!给予公众
一个科学的解答!消除了疑似患者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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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正在执行抗震救
灾任务的成都军区某陆航团邱
光华机组! 在运送受灾群众从
四川理县返回途中! 因高山峡
谷局部气候瞬时变化! 突遇低
云大雾和强气流不幸失事!邱
光华&李月&王怀远&陈林&张鹏
'位同志光荣牺牲$%月 )*日!

中央军委为机长邱光华追记一
等功$

7&&#年 '月 )7日! 四川
汶川发生 #级特大地震$ 震后
不久! 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直升机奉命紧
急飞往灾区$

几天后!邱光华驾机飞赴青川空运救灾
物资$ 到达目标空域才发现!震后乱石丛生
的地面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合适的降落场$

有人建议空投! 邱光华坚决反对/"这
可是乡亲们的救命粮&救命水!摔坏了怎么
办0 %在空中盘旋了几次!邱光华成功将直
升机降落在一个面积不足 7&&平方米&震
后几块石头形成的平地上$

飞往灾区的航线! 山高谷
深!一些飞行员戏称之为,死亡
航线%$ 就在这生死一线间!邱
光华和他的战友们! 用钢铁的
旋翼架起了灾区通向外界的
,空中生命通道%$

'月 7%日!邱光华驾机进
汶川接运伤员$ 直升机将要降
落的峡谷仅百余米宽!' 道高
压电线依次拦在下降的航线
上$ 而地面由于山体滑坡导致
河水上涨! 原本的河滩变成了
一片沼泽! 找不到一处可供降
落的地方$

盘旋在空中! 看到人们跟着直升机来
回跑动!焦急地挥舞着各种颜色的衣服!邱
光华一次又一次试图降落! 又一次次被迫
把直升机拉起11在空中盘旋 !&多分钟&

悬停下降 ))次后!直升机终于穿过电线网
强行降了下去$

地震发生后! 邱光华多次飞过家乡上
空$ 一次空投帐篷! 投送点刚好在老家附
近$直升机悬停时!他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家
里倒塌的房屋!但他仍然没有落地回家$

!IJ"KLMNOPQR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
进入公示和投票评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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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记者 !&日从中央文明办了解到!今年 !

月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开展
以来!各地群众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
形式!踊跃向各级组委会办公室推荐自己身
边的道德模范$ 目前!各地审核推荐候选人
阶段工作已经结束!活动转入全国公示和投
票评选阶段$

根据评选表彰工作程序!'月 !)日至 8

月 7&日!主办单位将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

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和中国文明网&中国网

络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广播
网&中国军网&中工网&中国青年网&中国妇女
网&搜狐网&新浪网&网易网&腾讯网等网站同
步刊登候选人的事迹!进行集中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请公众投票评选$

据悉!这是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
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六部
门继 7&&8&7&&6年评选表彰首届和第二届全
国道德模范后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评选有 %'&&多
万人参加基层推荐活动! 共提名 !%&&&多名
候选人$ 在属地管理&逐级推荐的基础上!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总
政治部经过酝酿讨论和投票筛选! 在省级和
部队主要媒体公示后!正式确定了推荐人选$

全国活动组委会认真审核了各地及军队系统
推荐程序和候选人事迹! 报经中央文明委领
导审定!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正式候选人为
!)8名$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分为 "助人为
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

"敬业奉献模范%和"孝老爱亲模范%五类$ 每
类表彰 )&名左右!共表彰 '&名左右$其余正
式候选人授予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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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绽放!党旗迎风飘扬$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6&周年!"唱响中国'''群众
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

首获奖歌曲揭晓! 颁奖音乐会近日在京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观看
颁奖音乐会!并接见获奖词曲作者$

日前! 经过来自 !)个省区市的群
众评委& 专家评委和广大网民对 !%首
入围歌曲的认真评选!最终推出了*走
向复兴+&*迎风飘扬的旗+&*阳光路
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国家+&

*两岸一家亲+&*我要去延安+&*相亲相
爱+&*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卢沟谣+等
)&首获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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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和铁道部 '月 !&

日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
丽市举行大理至瑞丽铁路保瑞段建设
动员会和奠基仪式$

据昆明铁路局介绍!作为泛亚铁路
西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
设计全长 !!&公里! 其中保瑞段长 )6%

公里$ 线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 )*& 公

里!年货物运输量 )7&&万吨以上$大瑞
铁路建设难度较大!全线桥隧比例高达
8'$$

按照中国铁道部&云南省铁路建设
计划的安排!云南国际铁路大通道规划
走向为东&中&西三个方案!从云南省会
昆明出发!分别从云南河口&磨憨&瑞丽
三个口岸出境!通向越南&老挝&缅甸!

在泰国曼谷会合后连接至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