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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
（2018年12月18日）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
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动员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长
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
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决定当
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40年来，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坚决
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束缚和
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道路，释放了中国
活力，凝聚了中国力量，实现了从赶上时
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书写了国家和
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党的面貌、国家的
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
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创举，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为世
界各国带来巨大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掀开了改革开放
新的历史篇章，中华民族正以更加崭新的
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
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在
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
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每
一个经验的取得和积累，都来自亿万人民
的实践和创造。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伟大进程，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
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在
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表彰先
进、鼓舞斗志，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
改革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
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同
时，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的支持和帮助，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
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这次受到表彰的改革先锋，为推动改
革开放作出了杰出贡献，发挥了突出的示
范引领作用，是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他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拥护改革开放，坚持正确改革方向；他
们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
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奋斗在
改革开放一线，引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变革，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他们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作风优良，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赞
誉。受到表彰的国际友人，是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他们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为支持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伟
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先锋
引领。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
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忘改革开放
初心，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定改革开
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汇聚
推进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新时代新起
点上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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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

改革先锋名单

（100名）

于 敏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
长、研究员

于 漪（女）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
誉校长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马万祺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澳门中华

总商会原会长
马 云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
马化腾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马善祥（回族）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

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员、“老马工作室”负
责人

王大珩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原名誉所长

王书茂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
党支部纪检委员，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连
长

王永民 北京王码创新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有德（回族）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王伯祥 山东省潍坊市原市委副书记、
市长，原寿光县委书记

王启民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
经理助理

王 选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原所长

王宽诚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创办人
王家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原所长
王 瑛（女，回族）四川省南江县原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韦昌进 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
韦焕能（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

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原村委会副主任
巨晓林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技术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兼职）

孔繁森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原地委
书记、政协主席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
院长、教授

叶 聪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二研究所副所长、水下工程研究开
发部主任

申纪兰（女）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
总支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原主任，长治市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平顺县原县委副书记

史久镛 外交部原法律顾问，联合国国
际法院原院长

冉绍之 重庆市奉节县移民局原副局
长

包起帆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原副总裁、原技术中心主任

尼玛顿珠（藏族）西藏自治区阿里地

区改则县物玛乡抢古村党支部书记
廷·巴特尔（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
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

刘汉章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原董事长、总经理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

许立荣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书记、董事长

许振超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
任公司固机高级经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原
副主席（兼职）

许海峰 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
理中心原副主任

许崇德 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原学科带头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原名誉会长

孙永才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

孙家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顾问，风云二号卫星工程总设计
师，北斗二号卫星工程和中国第二代卫星
导航系统重大专项高级顾问，原航空航天
工业部副部长

杜润生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书福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全
国工商联副主席（兼职）

李东生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兼职）

李谷一（女）原东方歌舞团党委书记
兼第一副团长

李保国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李彦宏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李雪健 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中

国文联副主席（兼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
席（兼职）

杨善洲 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
步鑫生 浙江省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

党支部副书记，海盐县原二轻总公司副经
理

吴仁宝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
书记

吴良镛 清华大学教授
吴金印 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

记，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吴荣南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原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
邱娥国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原调研员
何享健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 载 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兼干部

审查局局长
余留芬（女）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

博联村党委书记、岩博村党委书记
邹碧华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

成员、副院长、高级法官
库尔班·尼亚孜（维吾尔族）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
通用语言小学校长

张月姣（女）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
国际中心仲裁员，原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原主
席

张瑞敏 海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

席、首席执行官
张黎明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

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运检室党支部副
书记、配电抢修班班长

张 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检察员

陈日新 原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陈冯富珍（女）世界卫生组织原总干
事

陈景润 中国科学院原数学研究所研
究员

茅永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
社区党委书记，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

林毅夫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工商联原
专职副主席

杰桑·索南达杰 （藏族）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原县委副书记，治多县
西部工委原书记

罗 阳 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

周明金 山东省莱西市国土资源局原
党组书记，原莱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郑举选 湖北省武汉市华侨友谊贸易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郑德荣 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郎 平（女）中国国家女排主教练，中

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胡小燕（女）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总

工会副主席，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
品车间原副主任、销售主管

胡福明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南京大
学教授

南仁东（满族）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
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

南存辉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兼职）

柳传志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钟南山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原主
任

禹国刚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施光南 全国青联原副主席，中国音乐
家协会原副主席

姚 明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秦振华 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张家港市原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

袁 庚 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
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

袁隆平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

倪润峰 原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郭明义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
山铁矿生产技术室业务主管（公路管理
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职）

屠呦呦（女）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
研究中心主任

蒋子龙 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蒋佳冀 中国人民解放军95478部队部

队长
景海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 （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