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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印发通知

做好“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工作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颁发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

出，党中央决定，2021 年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这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党员的荣

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汇聚全党为实现“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持续奋斗的磅礴力量，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明确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首次

颁发对象，即颁发给健在的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

党龄达到 50 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要求各

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

际，认真做好统计、组织颁发等工作，确保每名符

合条件的党员在 7月 1日前获颁纪念章，深切感受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首次颁发以后，将作

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每年“七一”集中颁发一

次。日前，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光

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管理办法》，对纪念章的

颁发程序、颁发方式、制作、管理等作出规定。

外交部：环境和空气污染问题没有国界

中国舆论不指责“上一站”
新华社北京 3月 16日电 针对韩国媒体称

“源自中国的沙尘暴”侵袭韩国造成韩国空气

质量严重下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6 日表

示，环境和空气污染问题没有国界，对其起源

等作出结论需以科学监测和综合分析为前提。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根据

中国监测机构的分析，此次沙尘天气源自中国境

外，中国只是“途经站”。我注意到蒙古国官方日

前就沙尘暴危害发布了相关消息，中国舆论没有

因为蒙古国可能是“上一站”而加以指责。各方都

应以科学和建设性的态度看待相关问题，正面引

导舆论，避免不必要炒作和轻易扣帽子。

赵立坚说，中国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和荒漠

化治理，已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沙尘天气明显

减少。这不仅惠及本国，也为改善本地区空气

质量作出了巨大贡献。此次沙尘天气说明本地

区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方愿同各邻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

推进本地区和全球环境治理保护，为建设美丽

清洁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他说。

养老金，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刚刚公

布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养老保险制

度体系，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这释放了什么政策信号？未来五年，城乡

居民养老金还会涨吗？记者专访了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

城乡居民养老金还会涨吗

刘从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由基础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

老金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贴。个人账户养

老金来自参保人自己每年所交的养老保险费用。

在参保人个人缴费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

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那每个月能拿到的

养老金一定是涨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养老金还会逐步提高。

我们已经建立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

正常调整机制。未来将从提高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两方面共同着力，提高城乡居保

保障水平。

一方面将推动中央和地方统筹考虑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等其他社保标准调整情况，适时提高基础养老

金标准；

另一方面将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合理确定和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档次标准，鼓励参保人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

合理缴费档次，在缴费周期内持续缴费、增加

个人账户积累。

事关5.42亿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

刘从龙：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超过 5.42 亿人，绝大部

分是农村居民，其中包括 6870 万贫困人员，基

本实现了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2017 年代缴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共为困难

人员代缴 1.19亿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129亿元。截至目前，超过 1.6亿人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其中包括 3014万贫困老人。

中央确定的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

从 制 度 建 立 初 期 的 每 人 每 月 55 元 提 高 至 93

元。2020 年，各级政府提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补助资金超过 3000 亿元。再加上地方财政补贴

增长和个人缴费积累，城乡居保人均养老金水

平已提高至 2020 年底的 170 元/月。对农村老

人来说，这是一项稳定收入，能为减少老年贫

困、调节收入分配等发挥重要作用。

多措并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

刘从龙：未来五年，还将通过几方面重点任

务，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提高待遇水平。

一是完善城乡居保保费代缴政策。地方政

府结合实际，为参加城乡居保的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

部保费，增强制度的兜底保障功能。在认定低

保对象时，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不

计入家庭收入。

二是落实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我们将根据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

老金的待遇构成方式，优化养老保险待遇结

构，提高待遇水平；指导各地建立缴费补贴动

态调整机制，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员可适

当增加缴费补贴；加快城乡居保基金委托投

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新华社北京3月 16日电）

■展望十四五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原子城传奇

这里是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这
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前，无数顶尖科研专
家、技术人员、干部职工、部队指战
员，在这里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开启
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传奇之路。

隐姓埋名
共赴神秘禁区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是

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 221厂旧址。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

此，故这里被誉为中国原子城。

1958 年，面对西方核垄断、核讹诈的威胁，

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

基地，对外称“国营 221 厂”“青海矿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闻令而动，告别亲人，奔赴

高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草原大会战。

世界知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61 年放弃

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归国。为参加核武器研究，

他改名王京。从此，他隐姓埋名 17 年。

“王淦昌到哪去了？”每当有人这样问时，他

的妻子总是说“到邮箱里去了”，因为她也只知道

王淦昌的通信地址和信箱代号。

……

为了国家之荣光！这是参加核试验科学家的

共同心声，他们不畏强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

团结拼搏，守护了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宁。

以身许国
共圆强国梦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罗布泊上空一声巨

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它向世界庄严

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1967 年 6 月，由 221 厂承担研制的中国第一

颗氢弹爆炸成功！

221 厂的建设者们“三顶帐篷”起家，先生产

后生活，合力攻坚，艰苦创业，用智慧和生命圆了

中国人民的核武器之梦，换来了共和国的尊严和

强大，也换来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耸立在西海镇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纪念碑，铭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获得烈士

称号的科学家。1968 年 12 月，他从导弹试验基地

返京途中遭遇空难。危急时刻，他与警卫员牟方

东紧紧拥抱，保护着夹在胸前装有绝密数据资料

的公文包，遇难时年仅 59 岁。

86 岁的刘兆民老人，是原 221 厂的退休职

工。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弹研究。1963

年初他来到金银滩，在二分厂研制炸药，直到退

役。“那时条件非常艰苦，住过帐篷、干打垒。但是

能参与国家的尖端科研工作，我非常自豪。”

没有当年原子弹、氢弹的成功，就没有今天

强大的中国。回首那些火热的岁月，86 岁的老人

无怨无悔，激情满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干。”

化剑为犁
为了和平与安宁

遵循和平时期“化剑为犁”的思想，1987 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文撤销 221 厂。

1995 年 5 月 16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成历史使命全

面退役”的消息。

这 里 成 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退 役 的 核 工 业 研

制基地 。曾经的神秘禁区 ，成为海北州州府新

址——西海镇，逐渐向世人开放。

如今，行走在西海镇，不时会邂逅当年 221

厂的遗迹，随处可见的雕塑、纪念碑、纪念馆、纪

念园，当年的图书馆、电影院、将军楼。

遍布草原的厂房、车间静静矗立，当年的标

语仍清晰可见。

丰碑无言。代表“圆梦”的纪念碑圆球下方，

棕红色的盾牌上，镌刻着 9 颗圆钉和展翅飞翔的

和平鸽。它让世人铭记：中国人研制原子弹，并非

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逐梦新征程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总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前行。

目前，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线，

以原 221 厂旧址为载体，“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

育学院已开发出原子城纪念碑、一分厂、二分厂、

上星站等十多处现场教学点。

“政治上得锤炼，思想上受洗礼，精神上得激

励，使命上得强化。”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海旺说，

2020 年，学院培训各类参训人员 3000 余人次。

来自云南的“95 后”女孩孙晓晓，去年通过

考试来到“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成为

一名专职教师。她说，每个分厂，都有牺牲，都有

奉献。

二分厂发生过爆炸事故，4 位年轻的技术工

人当场牺牲。由于事故太惨烈，只能把他们的骨

灰平均分成四份寄回家中。后来，一个年轻逝者

的父亲又将儿子的那份骨灰送回了基地。

“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他要让儿子的英魂

陪伴自己未竟的事业……”讲着讲着，孙晓晓热

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

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

雄情怀。“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向英雄学习，景仰

英雄，让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逐梦的征程，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据新华社西宁3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