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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2月27日 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

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讲话，提出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
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
济、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4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
病的指示》。此前，毛泽东多次提出，必须消灭血
吸虫病。

4月25日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
广州举办（“广交会”）。此后，每年在广州举办
春、秋季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从 2007年起改
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
的指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
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
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在整风过程中，
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
制度发动进攻。6 月，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党内
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到 1958年夏季，整风运
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
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
被严重扩大化。

10月15日 武汉长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
这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
用桥梁。

11月2日-21日 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
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
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本年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一五”计
划取得巨大成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
定了初步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
经验。

1958年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

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要求迅速地大规模发
展造林事业。

4月22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
建成。

5月5日-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
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
在全国展开。

8月17日-30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北戴河召开。会后，全国很快掀起大炼钢铁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
滥开来。

9月2日 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
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 5月 1日，改称中央电视
台。

11月2日-10日 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集
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年 7
月，中共中央相继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二
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
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

1959年
3月28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解散西藏地

方政府的命令》，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前，3月 10日，西藏
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20日，人民解放
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22日，中共中央
发出在平叛中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到 1960年
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
解放。

4月17日-29日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
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
举周恩来为主席。

4月18日-28日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
理。

7月2日-8月1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江西庐山召开。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以
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会议后
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8月2日
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后，
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9月17日 刘少奇签署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特赦令》，首批特赦已改恶从善的蒋介
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等。到 1975年 3
月，共分七批特赦了全部在押战犯并予以公民
权。

9月26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

人员的通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
同日 中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

果——发现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1960年 2月，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
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以王进喜为代表
的大庆石油工人，铸就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1964年2月5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
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工业学大庆”运动在
全国展开。在此前后，中国还开发建设了玉门油
矿、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

11月1日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在河南洛阳
建成投产。

1960年
1月28日 中缅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
和互不侵犯条约》。10月1日，双方签订《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这是中国与邻
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为以后解决类
似问题树立了良好范例。此后，中国又陆续与尼
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
协定或条约。

3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
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
况的报告》。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批示，将鞍钢实
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作“鞍钢
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

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
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
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1961年
1月14日-18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

开。全会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毛泽东在全会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
表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中
央领导同志相继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到 1965
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完成。

3月15日-23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
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
进行调整。随后，工业、商业、手工业、科学、
教育、文艺领域也进行调整，并相继制定了
工作条例。

4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干部和
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
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到 1963年 6月，全
国共精简职工 1887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

1962年
1月11日-2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

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
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
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
的局面。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
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提出把
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
队。

3月2日 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
告，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
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3月20日 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快运
货物列车从湖北江岸站开出。随后，上海、郑州
也开通快车。

10月20日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对印度军
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自 12月 1日
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 11月 7日双方实际
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公里，并在实际控制线中
方一侧设立民政检查站。

12月1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十
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
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周恩来

任主任。

1963年
1月4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对台湾

问题的有关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通过有关
渠道转达给台湾方面。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
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
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
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
（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
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
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
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2月11日-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
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
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
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3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
迹的热潮。雷锋精神，成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
个标志。

4月6日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援外医
疗队。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
医疗队。

6月14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9月 6日至 1964年 7
月 14日，又连续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九评”）。中
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1966年3月起，中
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

11月17日 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
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到 1973年 11
月，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及南运河等
五大河系和徒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道得到普
遍治理。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
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
于 1963 年—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
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
规划。

12月14日-翌年2月29日 周恩来访问
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
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
项原则。

1964年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通讯，

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
生产的事迹。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
展开。

5月 15日-6月 17日 中央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讨论了“三线”建设问题。1965 年夏，

“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起，国家对“三线”建设实施全面调整与
改造。

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2月20日-翌年1月5日 全国政协四届
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
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12月21日-翌年1月4日 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
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
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
为国务院总理。

1965年
3月1日 为解决香港淡水供应困难而兴

建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正式向香港供水。
4月5日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实现总干渠

通水。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人造
天河”红旗渠。

6月26日 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提
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9月21
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

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到年底，全国城乡医疗
卫生网基本形成，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合
作医疗制度。

9月17日 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
晶牛胰岛素。

12月31日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
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成功交付。

1966年
2月7日 新华社播发通讯《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
潮。焦裕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的精神。

3月8日、22日 河北邢台地区相继发生
里氏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
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积极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5月4日-26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
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
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7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
机构成立。

10月27日 中国成功进行第一颗装有核
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

1967年
2月前后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

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
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
评。这次抗争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
制和打击。

3月19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
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到1972年8月，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指战员280
余万人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
功。

9月5日 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赞比亚两
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
亚铁路的协定。1976年 7月 14日，坦赞铁路竣
工，交接仪式在赞比亚举行。

1968年
10月13日-31日 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

中全会召开。全会对刘少奇作出完全错误的政
治结论和组织处理。1969年 11月 12日，刘少奇
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
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高潮。1981年 11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
动结束。

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
这是当时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
路两用桥。

1969年
3月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

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
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2人，当时
全国共有党员约 2200万名。大会肯定了“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
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月28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
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
议通过中央军委名单，毛泽东任主席。

9月23日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
验。

10月1日 中国第一条城市地铁线路——
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正式建成通车。

1970年
4月24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

成功。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兴建长江葛洲

坝水利枢纽工程。1988年12月，工程全部建成。

1971年
9月13日 林彪等人外逃叛国，在蒙古人

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
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
和实践的失败。

10月25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
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 2758 号决议，恢复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联 合 国 的 一 切 合 法 权
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
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
国大会。

10月 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此后，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落
实党的各项政策，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好转。
1972年12月，调整工作被迫中断。

12月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
舰交付使用，正式编入军队战斗序列。

1972年
2月21日-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

国。此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应邀
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分别
于 1971年 7月和 10月两次访华。28日，中美双
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
化进程的开始。

9月25日-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
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
常化问题。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1月8日 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将香港、澳门从反殖民主义宣言适用的殖民
地名单中删除，明确了香港、澳门不具有殖民地
地位。

1973年
3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

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
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
事活动。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
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8月5日-20日 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
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
综合性法规。

8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249人，当时
全国共有党员2800万名。十大继续肯定九大的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8月30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
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本年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
籼型杂交水稻。

1974年
1月19日-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

南越西贡当局军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
战，胜利保卫了西沙群岛领土。

4月6日-1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
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议上
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
中国的对外政策。

8月1日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自行
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
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进入拥有核
潜艇的新阶段。

1975年
1月13日-17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选举朱德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
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此前，邓小平在1月5
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 1月 8日至 10
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
副主席。

2月 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开
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7 月，开始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主持工作期间，对全国各方面的工
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成效。11 月，整顿被迫
中断。

11月26日 中国成功发射一颗返回式遥
感人造地球卫星，并按计划顺利回收，成为继
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
国家。

（未完待续）
（新华社6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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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止销售在销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中
2016-2017年印制的各批次彩票的公告

根据《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财综〔2018〕67号）的规定，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自2021年8月20日24时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销售在销即开型福利
彩票游戏中2016-2017年印制的各批次彩票。

即开型福利彩票批次的识别示例如图：（见右图）
本次停止销售即开型福利彩票批次具体范围为：
G****-16***,J****-16***；G****-17***,J****-17***。
属于以上范围彩票的兑奖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19日24时。
不属于以上范围印制批次的同名即开型福利彩票产品可继续销售、

兑奖。
特此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2021年6月15日

彩票
开奖公告

彩种 期数 日期 开奖号码

福彩3D 2021169期 2021-06-28 0 4 2
双色球 2021071期 2021-06-27 01 07 24 31 32 33 +08
七乐彩 2021073期 2021-06-28 08 10 12 14 18 26 28 11
15选5 2021169期 2021-06-28 01 02 11 13 14
福彩6+1 2021073期 2021-06-28 1 6 6 4 9 6 马
快乐8 2021169期 2021-06-28 02 06 10 14 19 22 24 25 34 39

41 42 45 47 48 49 51 52 59 60

★康浩哲：O340874808号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声明作废。

根据2021年6月29日股东会决议，安徽临江工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至20万元，现予以

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联系方式：15178620843

安徽临江工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9日

安徽临江工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