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2日星期四

值班编委：史志强 责任编辑：杜 晶 组版：徐 鹏 视觉：徐 鹏 校对：刘夕蓉 电话：（0510）81729625 Email：yxrbxmt@163.com
天下 5 版Yixing Daily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
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
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
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
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
验和物质基础。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
举。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如何在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执政后面
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物
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土地制度
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改革……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用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信心照亮
前行的路，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
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在我国
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
制，“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1950
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土改。到
1952年底，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
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人民行使
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
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
的正确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
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中国
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
带领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
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大
地上建立起来，是一件有着划时
代意义的大事，激发起中国人民
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
前激情和冲天干劲。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

武汉东部的长江之滨，坐落
着我国首座钢铁博物馆——武钢
博物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是一块约40公斤的铁锭。1958
年9月，武钢一号高炉投产，第一
炉铁水铸成的这块铁锭，凝结着
一段在废墟上起步的奋进史，见
证了共和国钢铁产业从无到有、
由弱变强的辉煌历程。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发展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
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开大步前进，
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
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走
向富强的关键所在。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这是一
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社会主义制度
一经确立，就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创造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有力推进了国家工业化，让新中国
的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

1952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
台“八一”号蒸汽机车下线投用；

1953年，第一代汽油机研制成功
填补国内空白；1954年，新中国制
造的第一架飞机在南昌首飞成
功；1956年，第一批国产“解放”牌
载重汽车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
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过去没
有的基础工业一个个建立起来，
一大批工矿企业兴办起来。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这是
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在党的领
导下，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接连
涌现，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成
为中华民族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而不断走向富强的中坚力量。

铁人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
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豪言壮语。以王进喜为代表的
大庆石油工人，为了早日甩掉中
国“贫油”的帽子，以“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
决心，建起了我国最大的石油基
地——大庆油田。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
大批科学家，把青春和生命奉献
给新中国国防事业。“两弹一星”
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
的伟大成就。

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
制度被消灭，新中国确立起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
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
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
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
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提和制度基础。

创造辉煌开辟未来

在河南林州市博物馆，收藏

着一件国家二级文物——红旗渠
劳模任羊成用的除险铁钩。钩面
撞击险石时留下的痕迹，镌刻着
一段不朽传奇。

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一
炮炮炸、一钎钎凿，硬生生在太行
绝壁上“抠”出一条千里长渠——
红旗渠。用近 10 年时间，削平
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让
长达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穿
梭于崇山峻岭之间，林县人民将

“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之
旗插在了太行山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
人民创造的，中国的发展成就是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拼搏、
接力奋斗创造的。”

以初心聚民心，以使命汇众
力。百年党史，印证着中国共产
党和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光荣
历史。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
索中，我们党把解放妇女、发展
教育、改善国民健康、生活保障
等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集中优
势力量积极应对社会建设面临
的主要挑战，从最薄弱的民生环
节入手，以务实的民生政策赢得
了民心。

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到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
家面貌；从矢志改革开放，实现人
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在团结
带领人民拼搏奋斗的每一个历史
时期、每一个发展阶段，为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
奋斗目标。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自力更生 发愤图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综述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田晓航 沐铁城）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司长吕玉刚21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说，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以
有效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为重要
目标，研究制定、部署实施第四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已达到85.2％，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到84.7％。”吕玉刚说，
计划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进一步提
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同时，进一
步扩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充分
考虑出生人口的变化和城镇化进
程，以县（区）为单位，科学布局普惠
性幼儿园，并大力发展公办园，完善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

“这两年来，我们在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治理上下了很大气力，回收
了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16万
个学位。”吕玉刚表示，教育部将进
一步完善这项工作，同时积极支持
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为减轻生育难题背后的教育
负担，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
提出系列措施。除了推进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以外，全面开展课
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
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
间衔接，也是降低教育成本着力的
重点。

吕玉刚介绍，截至2021年5月
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
校开展了课后服务，有6500万名学
生参加。近期教育部再作部署，要
求“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的具体
实施方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
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做
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此外，教
育部要求推行课后服务“5＋2”模
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
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对有特
殊需要的孩子，鼓励学校提供延时
托管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
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下一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
制定决定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
各项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确保决定
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教育部将制定
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新华社南京 7月 21 日电 20
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
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有9人检测结
果呈阳性。21日南京市发布关于
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自21日起，江宁区禄口街道谢村社
区、白云路社区、石埝村，溧水区石
湫街道九塘行政村毛家圩自然村由
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禄
口街道为封控区域。目前，其他地
区风险等级不变。

同时，南京江宁区已经连夜开
展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
人。根据江宁区疫情防控部门要
求，自21日9时起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记者在现场看
到，检测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医护
人员正在为群众检测核酸。

另外，南京市要求，严格落实
隔离管控措施，中高风险地区、封
闭区域内的人员足不出户，封控

地区人员只进不出。倡导广大市
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宁，确需离宁
的，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严格落实交通出行疫情
防控措施，公路、铁路、民航、港口
码头等交通站场加强客流引导，
避免人员集聚，认真查验旅客信
息，落实戴口罩、体温检测、验码
等要求。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布信息，
因疫情防控需要，即日起，对所有进
入南京机场航站楼（含交通中心）的
人员加强管控，在现有测温、“健康
码”查验基础上，从南京禄口机场出
港的旅客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航班运行方面，南京机场与各
航空公司就近期航班计划调整进行
协调会商。目前，东方航空、吉祥航
空、湖南航空等已经对南京航线客
票作出特殊处理。

新华社莫斯科7月21日电 俄
罗斯新型单发动机第五代战斗机
的原型机在20日开幕的第15届莫
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对外
亮相。

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参观了
该原型机，展出的原型机垂直尾翼
编号RF—00075，机身上喷涂的编
号为75。

俄国家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
夫当天介绍说，该战机的名称

“Checkmate”源自象棋术语，意为
“将军、将死”，这符合这款战机的
设计要求——出敌意料地行动并
影响战局结果。

推介资料显示，这款战机由俄
国家技术集团旗下苏霍伊设计局
在俄已有五代战机苏—57基础上
设计，最大飞行速度约为2马赫（1
马赫约等于每小时1224公里），作
战半径为1500千米，实用升限1.65
万米，最大战斗载荷7.4吨，最多可
携5枚空空导弹。此外，该战机具
有航电设备先进、推重比高、机动

性较强、不易被雷达发现、配备人
工智能系统等特点。该战机可部
署在高海拔机场，适应不同气候环
境，易于维修。

据切梅佐夫介绍，该战机配备
有源相控阵雷达，即便在强干扰条
件下也能同时攻击6个目标；拥有
独特电子战系统，可干扰敌方设备
使其无法使用武器；能在敌机有数
量优势时与其争夺制空权。该战
机将使用与苏—57同款的新型矢
量发动机，但起降距离更短，可适
应各种跑道环境。

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总裁斯
柳萨里介绍说，该战机采用开放式
模块化作战平台设计，能根据买家
需求进行改装，搭载各类别武器。
切梅佐夫表示，该战机造价为2500
万至3000万美元，其飞行成本和维
护成本将相对低廉。

目前这款战机处于研发测试
阶段，未来还将开发海军版和无人
驾驶版，预计2023年首飞，2026年
开始批量交付。

南京四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航班出行受影响

俄单发五代战机的原型机亮相

美国新冠疫情指标严重反弹美国新冠疫情指标严重反弹
近期，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数等疫情核心指标

严重反弹，所有50个州的感染病例增幅均在上升。
图为7月20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一个移动新冠检测点接受

检测。 （新华社记者 王 迎 摄）

据新华社郑州 7 月 21 日
电 近日，河南多地持续遭遇强
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闻“汛”而动，
当地驻军数千名官兵立即展开
抢险救援。

灾情发生后，中部战区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主要指挥员第一
时间进入战区联指，并紧急派出
前方指挥部，指挥战区驻豫部
队、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在多
个地域同步投入抢险救灾。

7月20日，郑州市单日降雨
量突破历史极值，单小时降雨量
超过日历史极值，造成市区严重
内涝，多个水库超警戒水位。战
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300余
名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应急抗洪
装备奋战救援一线。他们当中，
大多为即将离开大学的毕业学
员。目前，仍有200名官兵坚守
在常庄水库。

当天，驻豫的武警第一机动
总队、武警河南总队等紧急出动
1000余名官兵就地展开抢险救
灾——

17时 20分，贾鲁河中牟县
官渡镇大王庄段多处发生漫堤
险情，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特
战大队、侦察中队、工兵中队共
300余名官兵立即奔赴事发地
域，进行河堤加固、抢险救援。
17时50分，郑州市惠济区枯河
丰乐农庄段发生决口，武警河南
总队机动支队出动200余名兵
力，携带冲锋舟等参与抢险救
援，担负决口封堵、堤坝加固等
任务。巩义市、登封市等地多处

严重积水，群众被困。武警第一
机动总队某支队300余名兵力携
带救援装备，至21日凌晨1时，
将受洪水威胁的20余个村庄群
众全部安全转移。

另据记者了解，武警部队目
前已开通视频指挥系统，密切关
注灾情，指导任务部队加强值班
值守，严密组织抢险救援行动。

7月20日凌晨起，河南省洛

阳市伊川县遭受强降雨天气，境
内平等乡马回营村伊河拦水坝
出现险情。第83集团军某工程
防化旅官兵冒着瓢泼大雨星夜
驰援，于21日6时许成功对拦水
坝实施爆破分洪作业，有效缓解
了伊河两岸的防汛压力。

在开封市，贾鲁河祥符区段
出现险情，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21日1时06分，空降

兵某旅连夜出动650人、车辆30
余台，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方
式，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1.2
米的沙袋墙。

21日8时，火箭军某部紧急
出动近 200人，携带 12艘皮划
艇、1000余件救生衣、500余套
镐锹等救生器材抵达郑州，后续
大型救灾设备已做好随时出动
准备。

7月17日以来，河南持续遭
遇强降雨，多地降水量打破历
史记录，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
内涝，部分水库水位超汛限，部
分道路交通中断，部分铁路停
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
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当
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
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
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

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
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汛情当前，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就是
命令，救灾就是责任。按照要
求，国家防总等相关部门已派工
作组赴现场协助开展抗洪抢险；
已调派解放军指战员730人，武
警官兵1159人、车辆60余辆，消
防救援队伍指战员 6760 人次、
1383 车次，民兵 690 人，冲锋舟
35艘，其他各类抢险装备25784

套参与抢险救援；各地救援队也
已纷纷奔赴河南支援。

风雨同舟，勠力同心。紧要
关头更要坚定必胜信心，要做好
抗洪救灾的统筹兼顾、科学施
策，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
灾情变化。在当前防汛关键期，
救援不仅关注城市，也应关注乡
村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要
加强对河道险工险段、水库堤
坝、铁路干线等重点部位的安全
排查，提高预警预报水平，抓细
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据新华社）

风雨同舟，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

（记者史林静）受黄河流域三门
峡至花园口区间特大暴雨影响，
7月21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启动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
御Ⅲ级应急响应。

7月20日，三门峡至花园口
区间降特大暴雨，伊洛河、沁河河
道流量不断上涨，沁河河口村水
库超汛限水位。黄委经研究决
定，自21日9时起，将黄河中下游
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
至Ⅲ级。下一步，黄委将继续做
好监测预报预警等各项工作。

黄委启动黄河中下游
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

77月月2121日凌晨日凌晨，，在河南洛阳伊川县平等乡马回营村伊河拦水坝在河南洛阳伊川县平等乡马回营村伊河拦水坝，，中部战区第中部战区第
838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官兵执行爆破分洪任务时装沙袋封堵决口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官兵执行爆破分洪任务时装沙袋封堵决口。。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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