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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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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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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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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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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一一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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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授予？如何评审？种类几何？

解码国家最高荣誉

� � � �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修梦依 杨丁
香 ）16日至17日，2019第十届环中国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阶段第一赛段江华
赛段展开争夺， 俄罗斯选手奥弗克钦以
6分12秒的成绩称雄个人计时赛， 意大
利的本法托暂获点对点赛段冠军， 成绩
是3小时13分53秒。

16日进行的个人计时赛全长5.2公
里， 车手按照第一阶段的团队总成绩倒
序， 间隔30秒依次出发，127名车手在江
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灵犀广场亮相，围绕

康庄大道、盘王路回到玉流街铜梳广场。
最终， 俄罗斯计时赛高手奥弗克钦

以6分12秒的成绩夺冠， 并穿上环中国
赛第二阶段的首件黄衫。

17日的点对点赛段全长141.3公里，
73.1、96.1、119、1公里处设有三个途中
冲刺点，56.3公里处有一个4级爬坡点。

上午10时，车手们从水口镇铜梳广
场出发，经过近70多公里山路赛段后抵
达江华县城，沿11.5公里的赛道再绕行6
圈完成比赛。 意大利选手本法托继第一
阶段发挥出色后，再次收获赛段冠军。

环中国自行车赛“冲刺”江华

� � � �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蔡矜
宜 通讯员 胡斌）今晚，“新引擎馆长
班”奖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湖南体育职
业学院举行， 作为校企合作单位，湖
南壹比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该校
2018级“新引擎馆长班”的22名学生
共发放奖助学金2.44万元。

校企合作、定向培养，入学即“就
业”———这是湖南体育职院近年来打
造的一种新的“提前就业”形态。“新
引擎馆长班”学生毕业后，可自愿决
定是否入职湖南壹比壹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旗下跆拳道馆。湖南体育职业
学院院长谭焱良介绍， 此次开设的
“新引擎馆长班” 是校企双方的一次
深度融合，双方合作开发教材，企业
免费对该班学生进行专业技能的强
化与实训。

在今晚的发放仪式上，该企业还
宣布， 将再组建一个“新引擎订单
班”， 进一步打造全方位专业技能实
训平台。进入该订单班的同学在校时
即进入一种“准员工”的学习模式，享
受企业奖助学金和“准员工”待遇。

校企合作 入学即“就业”
湖南首批“新引擎馆长班”学子获奖助学金俄罗斯选手称雄个人计时赛

� � � 9月17日，
北京2022年冬
奥 会 吉 祥 物

“冰墩墩”（左）
和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
发布活动在北
京举行。

新华社发

冰墩墩、雪容融来了！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
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
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 不断大幅度地提高
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1958年秋冬之间，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开始觉
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从11月起，领导全党着手纠正错误。形
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 但“左” 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在
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 又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
等人，随后开始了“反右倾”斗争，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 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上打开新的局面。 但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
差，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的
挫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急急忙忙往前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