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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高级墓葬 M8 中的铜器。

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出土的玉鱼。

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
明确提名人选范围和条件、提名评选程序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近日， 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做好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 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

极性，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 党中央决

定， 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评选

颁授， 隆重表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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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明确了提名人选范围和条件。

提名人选范围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各地区各

行业各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

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包括港澳台侨人员和外

国人。 符合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提名。 提名

条件根据功勋荣誉种类不同存在差别。 “共

和国勋章” 提名人选， 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和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 建立卓越

功勋 ， 道德品质高尚 、 群众公认的杰出人

士 。 “友谊勋章 ” 提名人选 ， 应当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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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华

坚定长期友好 ， 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外国

人 。 国家荣誉称号提名人选 ， 应当是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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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品质高尚、 群众公

认的杰出人士。

《通知》 明确了提名评选程序， 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 精心部署安排。 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 。 各地区

各部门党委 （党组 ） 要切实负起责任 ， 精

心组织实施 ，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相

关工作 。 要把握正确方向 ， 确保被提名人

选的先进性 、 代表性和时代性 。 要全面考

核被提名人选一贯表现 ， 以实际贡献作为

重要评判标准 ，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 坚持

群众路线， 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 好中选优。

《深入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出版
新华社北京 1月 28日电 《深入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精神》 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白山黑水间的百战英雄———许亨植
许亨植，又名李熙山，朝

鲜族， 东北抗日联军高级指

挥员。 1909 年出生于朝鲜庆

尚北道善山郡。 因其父亲参

加的朝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的“义兵运动”失败，1913 年举家被迫流亡中国东北，后迁居辽

宁开原。 1929 年许亨植来到哈尔滨附近的宾县从事革命活动，

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忠实可靠，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1930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后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游行，被捕入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许亨植经组织营救出狱，到宾县、汤

原、珠河（今尚志）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游击队。 1933 年，许

亨植到汤原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游击队。

1934 年 6 月，他由地方来到游击队，开始担任东北反日游

击队哈东支队政治指导员、第 1 大队大队长，率部参与创建珠河

抗日游击区。 自 1935 年 1 月起，他先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任团长、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 他还曾在哈尔滨东部

地区指挥高力营子、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率部参

加了 1936 年冬季反“讨伐”作战。 1937 年 6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

第 9 军政治部主任，在勃利、方正、依兰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为

提高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部队战斗力，他主持开办了 3 期短

期训练班，培训了 100 多名骨干，对提高部队军政素质起了重要

作用。 1939 年许亨植任东北抗联第 3 路军总参谋长、第 3 军军

长兼第 12 支队政治委员， 指挥所部在松嫩平原开展抗日游击

战，取得了兰西丰乐镇等战斗的胜利。

1940 年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但许亨植仍克服重重困难，率

小分队坚持战斗。 他大力发动群众， 建立了许多抗日救国会组

织，积蓄了新的抗日力量。 1942 年 8 月，许亨植和警卫员到巴

(彦)、木(兰)、东(兴)地区一个小分队检查工作后，途遇敌人，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许亨植未能成功突围，

壮烈牺牲，时年 33 岁。

新华社记者 黄璐 于也童 （据新华社沈阳 1 月 28 日电）

秦咸阳城遗址西北发掘93座战国秦汉墓
本报西安 1 月 28 日专电 （驻陕记者

韩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通报说， 秦

都城咸阳城遗址的西北是秦代墓葬的重要

分布区， 上至国君、 下至庶民。 该院考古

工作者去年在咸阳市渭城区 （即秦汉新

城 ） 渭城镇龚西村村北 ， 发掘出 93 座秦

汉墓葬 ， 其中战国秦代墓葬 75 座 ， 在两

座高等级墓葬 M26 和 M8 中收获的宝贝真

不少！

这处被业内人士称作 “龚西秦汉墓葬”

的墓葬群， 距义陵 （汉哀帝刘欣陵墓） 2.5

公里， 距渭陵 （汉元帝刘奭陵墓） 2 公里。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 考古队在这

里先后发掘出 93 座墓葬， 其中以战国秦代

墓葬为主， 此外还有汉代墓葬和明清墓葬。

在其中 75 座秦墓中， 包括大量中小型

墓葬和两座规模较大的墓葬 M26 和 M8。

小型墓葬分为竖穴土圹墓和竖穴墓道洞室

墓两种， 并以竖穴墓道洞室墓为主； 葬具

多为单棺， 也有一椁一棺、 一椁双棺； 葬

式分为仰身直肢、 仰身屈肢、 侧身屈肢等，

仰身直肢葬占一半左右。 随葬的器物以仿

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为主， 主要陶器组合

有鼎、 盒、 壶， 以及釜、 盆、 罐， 鼎、 盒、

蒜头壶等。

“M26、 M8 两座高等级墓葬， 葬具均

为一椁两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耿庆刚说， 其中 M26 中出土铜鼎 、 圆壶 、

石璧等； M8 随葬品极其丰富， 绝大多数为

铜器。 出土随葬器物有鼎、 圆壶、 扁壶等

铜礼器以及大量的车马器、 兵器等， 棺内

出土有数量丰富的玉器， 遗憾的是没有发

现人骨遗存 。 其大致对应的等级礼制是 ，

商鞅变法以来爵制中的五级大夫至八级公

乘、 九级五大夫至二十级彻侯。 基本涵盖

了秦人四大阶层的墓葬———国君、 彻侯至

五大夫、 公乘至大夫、 不更至庶民， 对秦

人社会层次状况的认识更为立体和直观。

“M8 墓葬是秦咸阳城遗址周围地区保

存较好的少数高等级秦墓之一。 墓中发现

的兵器有铸有巴蜀式符号的铜矛、 错金银

鸟虫书的吴越式戈、 楚式戈， 还发现有中

西交流特色的琉璃珠， 这说明墓主生前是

一名武将， 出土器物的多元性说明战国时

期列国交流的频繁， 包括和平的或战争的

方式。” 耿庆刚说。

据介绍， M8 在发掘过程中， 文物保护

人员全程参与了对现场文物的提取， 使得

考古现场文物信息记录与提取更加科学化、

规范化， 为多学科的交叉深入研究提供了

基础资料， 为出土文物的室内保护修复工

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发掘过程中运

用 RTK 测绘、 人骨分析等手段， 对高等级

墓葬秦墓地制度、 社会层级结构等问题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 在小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 对

考古发掘现场信息采集和提取方面进行

了实践 ， 包括利用高清数据采集 、 遥控

无人机拍摄等空间信息采集方法 ， 完整

记录了遗址区原始形貌 。 考古队与体质

人类学学者合作 ， 对这批墓葬的人骨进

行初步整理研究后发现 ： 这批墓葬中保

存有 63 例人骨 ， 39 例个体的保存程度

不足 25% ， 20 例个体的保存程度介于

25%—75%之间 ， 4 例个体保存较好 ， 保

存程度大于 75%。 此外 ， 考古人员还对

这批秦墓墓主的性别 、 年龄 、 古病理学

等问题进行研究 。 古病理学是骨骼考古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研究疾病在较长

时间内发展演变以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

适应性的学科 。 该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

阶段 ， 对构建战国秦人的健康史提供了

重要资料 。 其中的病理分析部分 ， 得出

传染性疾病多发可能与农业社会兴起有

关 ， 营养不良则与生业方式和食物结构

有关 。 龚西秦墓的发掘对研究秦墓地制

度 、 秦人社会层级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

要资料 。

同济大学连续三年收到河北雄安新区感谢信
积极承担相关研究课题，助力城市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同济大学日前

收到中共河北雄安新区工作委员会、 河北雄

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发来的感谢信 。 信中提

到：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作为国内规划设计领域的一流规划设计单

位， 以较高的政治站位和使命责任感， 选派

了张浩和吴冠同志来新区规划研究中心工

作， 给予雄安新区规划任务大力支持。”

记者从同济大学获悉， 算上最近这封发

自今年 1 月 25 日的感谢信， 雄安新区近三

年来已三次给同济大学发来感谢信。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面

对党中央作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同济大

学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充分发挥学校在建筑、

规划、管理、交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成立了

同济大学雄安未来城市研究院。 通过这一平

台，学校派出专业力量，聚焦城市建设、运营、

管理等多个领域， 全方位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发展，而这也是同济大学对“与祖国同行、以

科教济世”办学理念的生动诠释和实践。

坚持先谋后动、 规划引领， 确保 “一张

蓝图干到底”， 同济大学深入雄安新区参与

前期建设， 先后组织了同济建筑设计集团、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

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精干力量，

为雄安新区的系统规划、 科学决策、 有效组

织管理和高效运行提供智力支持。

2017 年 6 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与五家设计单位共同完成的雄安新区

起步区空间规划方案， 成为中共中央、 国务

院批准的 《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的起步

区空间布局的基础。 其后， 同济规划院还承

担了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与

城市设计》 项目。 去年 1 月起， 同济规划院

作为容东片区专项规划总包单位 ， 组织了

11 家国内知名专业设计单位启动 25 项专项

规划， 现已完成其中的 23 项。

在雄安新区发给同济大学的三封感谢信

中， 第一封发出的时间是 2017 年 9 月。 彼

时， 雄安新区管委会致信同济大学， 表彰同

济规划院为雄安新区建设模拟演练工作营提

供的专业支撑。 去年 10 月， 雄安新区管委

会再次来函， 感谢同济规划院作为数字规划

平台建设重要参与单位之一， 在雄安新区物

理城市和数字城市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工作

中提供了丰富经验与先进技术， 为将雄安新

区打造成为绿色、 智能、 创新、 宜居城市和

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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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民、 游客们在河北秦皇

岛山海关古城观看舞狮表演。

新华社发

小年到
年味浓

■ 昨天是农历腊
月二十三 ， 我国北
方的 “小年”。 人们
以各种形式营造喜
庆 祥 和 的 节 日 气
氛 ， 准备迎接春节
的到来

深化交流合作
让中越友好薪火相传

(上接第一版) 增加两国民众在合作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让中

越友好薪火相传。 春节是新的开始。 我坚信， 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 中越关系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阮富仲在贺信中代表越南党、 国家和人民， 并以个人的名

义， 向习近平总书记并向中国党、 国家和人民致以美好的新年

祝福。 阮富仲表示， 2018 年， 在两党两国领导人的领导和两

国各层级各部门的努力下， 越中两党两国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

关系取得丰硕成果。 迈入 2019 年， 我愿意同习近平总书记同

志一道， 继续加强对两国各层级、 各部门和各地方的指导， 进

一步落实好业已达成的各项成果， 加强高层互访和交流， 巩固

政治互信， 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把两党两国关系提

升到新的高度。

多党合作舞台广阔大有可为
(上接第一版)引导广大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献计出力。

在听取高云龙致辞后，习近平讲话强调，2018 年，是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开创新

局面的一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我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其他各方面改革全面推进， 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提高，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完成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方面工作任务，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继续增强，实现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

精神开门红。 成绩来之不易。 特别是我们庆祝了改革开放 40 周

年，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启示，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更加坚定。

习近平指出，2018 年，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后各项工

作的开局之年。 一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

神，开展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系列活动，增进

对多党合作初心的认识，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加强自

身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共中央科学

决策和有效施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进

深山、走村寨、入农户，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打好脱贫攻坚

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工商联踊跃投身“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和“光彩行”活动。 无党派人士依托党外院士服务团等平

台，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

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 稳中求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

作总基调。 我们做工作就要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经济发展是这

样， 社会发展也是这样。 我国 40年改革开放是全面的也是渐进

的，摸着石头过河，坚持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推开。 这

就是稳中求进的历史经验。 希望大家认真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协助党和政府凝聚民心民力、推动改革发展。 在同心共筑中国

梦、共创美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

着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同的责任，多党合作舞台广阔、大有可为。

希望大家自觉服务大局、维护大局，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自身界别特色和人才智力优势，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

力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功，也是参政议政

的基本功。做决策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对情况的准确把握。当前，

国内外环境都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新做法新经验不断涌现，需要我们不断加以认识、加以总结。 希

望大家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调查研究，

比如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改革开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治理等问题。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

立 70 周年， 希望大家认真总结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

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验， 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发扬长

期以来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优良传统，搞好政治

传承，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能力。 要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

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代表性强、品行良好、作风过硬

的高素质代表人士队伍， 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打牢组织和人才

基础。

习近平指出， 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的桥梁和纽带，要落实好中共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推

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无

党派人士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再立新功。

丁薛祥、尤权，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

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