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晚， 正在月球上开展科学探测工作的嫦娥三号着陆器和巡视器进行互成像实验， “两器” 顺利互拍， 嫦娥三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未来几天， 在进行科学探测
的同时， “玉兔” 号月球车还将绕着陆器继续行驶， 从不同角度与着陆器多次互拍。 这是北京飞控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的嫦娥三号着陆器、 巡视器互拍成像（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12月1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观看嫦娥三号着陆器、 巡视器互拍成像， 向全体参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对探月
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的贺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
局、 总装备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并参加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的全体同
志：

在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之际，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
委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
干部职工、 解放军指战员， 表示热烈祝
贺和亲切慰问！

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 首次实现
了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
勘察， 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
目标的全面实现， 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是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航天
战线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成
果， 是中国人民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
程上铸就的新辉煌， 是中华民族为人类
探索利用太空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 嫦

娥三号任务是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工程全线坚持自力
更生、 勇于探索、 大力协同、 攻坚克难，
体现了坚定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 你们创造的丰功伟绩、 展示的拼搏
精神， 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
信心满怀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
广阔的发展前景。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
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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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12月14
日， 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
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教育
部党组书记、 部长袁贵仁主持会议时
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
中求进、 改革创新， 全面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 以改革的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 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会议指出，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谋求明
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会
议。 会议全面总结今年经济工作， 深
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 明确提出明年
经济工作“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 的
核心要求， 这对于我们坚定信心， 凝
聚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 巩固经济社
会发展的好势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
会议。 会议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的高度， 科学分析我国城镇化
发展形势， 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
思想、 主要目标、 基本原则、 重点任
务， 从战略和全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部署， 这对于统一思想、 凝聚共
识， 推动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精神，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
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和对明年工作的
决策部署上来， 认认真真抓好落实。
一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要
加强学习、 吃透精神， 按照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中的决策部署， 正确、 准
确、 有序、 协调推进改革。 要注重实
效、 取信于民， 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 要统筹谋划、 区分情况、
分类推进。 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 继
续取消和下放一批教育行政审批事
项。 对已下放的审批事项， 要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 做到管放结合。 三是全
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努力拓
宽就业渠道， 切实增强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 努力实现2014年高校毕业生
就业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保持总
体稳定。 四是抓好贫困地区教育工
作。 深入实施教育扶贫工程， 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
人才， 增强贫困地区年轻人脱贫致富能力，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供人才支持。 五是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积极作为。 要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 推动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 继续教育， 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保障农
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会议强调， 要认真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 特别要高度重视
冬季校园安全。 各地各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落实责任、 加强排
查， 千方百计遏制事故发生， 确保师生安全。

教育奠基中国 创新引领未来

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
创新典型案例推选揭晓
中国教育创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易鑫） 第
三届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推
选活动暨中国教育创新论坛
12月14日在京举行， 130个创
新案例从全国各地各学校申报
的1028个案例中脱颖而出。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并讲
话。

第三届教育改革创新典型
案例推选活动以“教育奠基中
国 创新引领未来” 为主题，
旨在弘扬锐意改革、 开拓创新
的时代精神， 展示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时代风采， 激发教育战
线的改革创新活力， 树立教育
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
象， 发掘、 宣传可资借鉴的教
育改革创新实践经验， 推动教
育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 推
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与前两
届相比， 本届推选活动首次增
设了高等教育内容， 增加了推
荐力度， 更加增强了评选活动
的权威性和广泛性， 更加注重
创新活动本身等。 活动得到了
社会各界， 特别是教育系统广
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的广泛参
与及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最终推选出第三
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案例
20名、 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
创新优秀案例30名； 第三届
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
20名、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创
新优秀校长30名；第三届全国
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10名、
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
教师20名。为表彰连续三届获
得优异成绩的单位， 组委会特
别评选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
别贡献奖2名， 分别为山东省
潍坊市政府和辽宁省铁岭市政
府。入选案例包括12个省份教
育厅（教委）、5个地方政府、10
多所高校、10多位大学校长和
知名中小学校长。（详细名单见
中国教育新闻网）

李卫红指出， 在学习贯彻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新形势下， 举
办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推选活动， 对于贯彻落实三中
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 营造教育改革创新
的良好氛围， 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三版）

嫦娥三号着陆器巡视器互拍成像
中国探月工程二期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两器互拍成像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参研

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李克强等参加观看活动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吴晶晶 李宣良） 中国探月工
程嫦娥三号任务15日深夜传来捷报。
嫦娥三号着陆器、 巡视器顺利完成互拍
成像， 标志我国探月工程二期取得圆满
成功。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前往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观看实况， 代表党中央、 国
务院、 中央军委， 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向全体参研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
挚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一同观看。

15日23时许， 习近平来到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 他首先听取了探月工
程二期任务实施进展情况汇报， 对任务
已经取得的各项成果表示肯定。 习近平
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嫦娥三号巡视器———

“玉兔” 号月球车1∶1模型， 向负责讲
解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详细了解
月球车结构设计、 月面生存方法、 车载
相机功能等相关问题。

此刻， 远在地球38万千米之外，
嫦娥三号已成功着陆在月球虹湾区域，

“玉兔” 号月球车安全驶离着陆器到达
月面。 着陆器和巡视器开始了就位探
测、 自动巡视勘察。

23时35分， 习近平等来到飞控大
厅， 通过巨型电子显示屏观看两器拍摄
成像情况。 刚刚通过巡视器全景相机拍
摄的着陆器图像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相机拍照、 图像下传。” 随着测控
指挥员下达指令， 着陆器开始通过地形
地貌相机对巡视器成像。

习近平聚精会神地观看显示屏上的
三维演示和各项参数， 聆听着扩音器里
传出的各项口令。

23时45分， 经过地面数据接收和
处理， 飞控大厅大屏幕上显示出“玉
兔” 号月球车的清晰图像， 一面五星红
旗鲜艳夺目。

习近平等同指挥大厅内的测控人员
一起鼓掌。

探月工程总指挥马兴瑞宣布， 嫦娥
三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全场再次响起
长时间的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
理马凯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的贺电。贺电说，探索浩瀚宇宙、和平
利用太空， 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不
渝追求。 以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
志， 我国探月工程将全面转入无人自动
采样返回的新阶段，任务更加艰巨，挑战
前所未有。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