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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5年

新进展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成就辉煌的法治中国。日前，由中央组织拍摄的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中央电
视台及融媒体平台播出前两集《奉法者强》和《大智立法》后，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纷纷表示，专题片站位高远、案例翔实，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的全面总结。

专题片播出当天，湖北省嘉鱼
县委党校教师曾德享不仅准时在
电视上收看，还特地在朋友圈中分
享了专题片的网络视频链接。“在
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宣
传教育将有效提升党员干部自觉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的能力。”他表示，专题片的推出恰
逢其时。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
理，这是专题片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
句话。”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纪委组
织和宣传部部长黄莉彬说，近年来党

中央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党
内法规同频共振，制定修订了一系列
党内法规条例，进一步严明了党规党
纪，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

有力保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

教授王朋进认为，专题片中的大量案
例，生动说明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保障，是国
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路径。

专题片指出，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
施，让各项权利从制度走向了现实。许
多观众对此表示，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
显著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让崇
法尚法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

“正如专题片中讲到的，地方立法
正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专
题片中有关设区的市被赋予地方立法

权的重大变革，让浙江省台州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志坚打开了话匣子。

他介绍，依靠地方立法，台州群众
反映强烈的破旧车辆长期占用公共泊
位、建筑物门牌不清、城市道路重复修
挖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特别是新出

台的台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在城市设
计、城市公共文化艺术、特色风貌保护
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台州特色，受到
群众普遍好评。

福建省厦门市勤贤律师事务所律
师曾凌认为，专题片展示的司法体制改

革成就，彰显了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
护航作用：“近年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持续推进，源头防范冤假错
案的机制正在形成，律师执业权利得到
有效保护。种种变化深刻反映出，各项
权利的司法保障正在落到实处。”

湖北省电力公司咸宁咸安供电公
司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毛俊斌告诉
记者，以前有一些群众不理解电力相
关法律政策，为了少交一点电费或者
多加一块电表和工作人员吵闹的事情
时有发生；这几年自觉守法的群众多
了，依靠法律解决纠纷的多了，服务工
作越来越顺畅。

专题片关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重
要性的阐述，深深打动了湖北省人大常
委会法规工作室法规审批工作处处长郑
文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必须抓住提高立法质量的‘牛鼻
子’。作为一名立法工作者，我要努力做

好本职工作，为法治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专题片深刻指出，全面依法治国

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
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福建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丁仰豪
表示，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们
将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勇于改革创新，
打造过硬队伍，提升司法公信，让法之

所向成为民之所盼。
专题片中波澜壮阔的法治建设进

程，也让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青
联主席刘波心潮澎湃：“新的历史条件

给广大法律人提出了新的使命要求。
特别是我们青年法治工作者，要牢记
职责、以身作则，在全社会弘扬对法治
的信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
伟业贡献力量。”展望未来，他语气坚
定。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凝聚法治力量 夯实发展之基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以法治促发展，增强民众获得感

牢记职责使命，让法治中国建设走向深入

“中国观”，与世界共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外交领域提出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回答时代课题，开
辟外交新局。这些重大
理念和政策举措紧紧围
绕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
主题，共同形成了特色
鲜明的“中国观”。

“中国观”关乎中
国，更是为解决摆在全
人类面前的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
供中国方案，也因此得
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
同和积极响应。从地
区热点到全球问题，从
经济发展到气候变化
……世界期待中国智
慧和中国行动。“中国
观”，与世界共同前行。

21世纪的今天，人类依然在思索
一个古老的命题：如何摆脱战乱冲突，
实现持久和平。2017年年初，习近平
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作出回答，
再次呼吁各方树立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这一新安全观顺应全球化与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从历史
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加深；从现实维度看，冷战思维
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
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
续蔓延。

以新安全观为导向，中国在事
关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
挥积极作用，破解“安全困境”，展现
大国担当。在朝核问题上，中方提

出“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
路；在中东问题上，中方提出了新形
势下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
点主张”，促进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
定；在南海问题上，中方支持并倡导

“双轨思路”，即由直接当事国通过
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中国和东
盟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在一些
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方主张和平、

主权、普惠、共治的原则，把深海、极
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
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
竞技场。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班
尼特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建立
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之上，结
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与哲学。

如何实现全球经济良性复苏和
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和世界面前
的共同难题。2015年 9月 26日，习
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
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

“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
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
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

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
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热切向往。”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掷
地有声，赢得阵阵掌声。

新发展观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的伟大实践，有助于破解各国
发展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
题，展现了立足长远、共谋未来的中

国智慧。
法国知名经济评论员大卫·巴

韦列认为，中国创新理念具有广阔
的全球视野，真诚的共赢理念，政治
上凝聚全球共识，经济上促进资源
市场大融合，地域上化解隔阂沟通
人心，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
展路径，对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具有

借鉴意义。
中国提出新发展观，不只停留在

理念层面，而是落到实处。特别是，
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开
放型合作平台，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
产品，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
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
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2016年9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
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
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根
植于各国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
等、规则平等的准则之中，已成为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正确义利观指引
下，中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
合作；按照亲诚惠容理念，中国同周边
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承真实亲诚的
对非政策理念，中国积极推动中非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从周边到地区，从地区到全球，包括

全球治理新理念在内的“中国观”正从先
进理念转化为有效行动，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和贡献力量。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
近平主席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坚持对话协
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

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

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
姆森对此感慨，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我而言，这是
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葛
晨 杨定都 张伟）

新安全观维护持久和平

新发展观追求共同繁荣

新治理观着眼公正合理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
者20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全
国铁路将于9月21日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在部分线路增开客货列
车。届时，“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
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
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
速度最高的国家。

从9月21日起，铁路部门将安
排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
按时速350公里运行，京沪之间全
程运行时间在4个半小时左右。

“复兴号”9月21日
将以350公里时速

⬅ 6月26日上午11点05分，
开往上海虹桥站的g123次“复兴
号”列车，缓缓驶出北京南站1站
台，标志着备受瞩目的最新款高
铁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正式
运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中国国民党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20日在台中市举行，今年5月20
日当选的吴敦义宣誓就任党主席。

吴敦义在致辞中谈及两岸关系时表示，未来
国民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仍将坚决反对“台
独”，并积极弘扬善良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的
相互尊重与包容，增进彼此了解并深入研讨两岸
和平愿景，确保台海的稳定与和平，并维护台湾人
民的幸福。

吴敦义就任国民党党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叶昊鸣）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日发布消息称，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通报了山西“8·11”边坡滑
坡事故。

8月11日，晋能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
吕鑫煤业有限公司发生边坡滑坡事故，事故后该
矿蓄意瞒报，目前已初步确认8人死亡、1人失踪、
1人受伤，山西省政府组织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
核实事故人数。

山西“8·11”事故
已确认8人死亡

8月19日，在印度北方邦的克道利附近，人
们聚集在列车出轨事故现场。

据印度媒体20日报道，印度北方邦19日发
生的列车脱轨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23人，另有
70多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印度一火车出轨
23人死亡，70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姜琳）记者
20日从国家电网公司获悉，其下属车联网平台已
实现与普天新能源、特来电、星星充电等17家充
电运营商互联互通，接入的充电桩总数超过16.7
万个，日充电量超过100万千瓦时。这意味着我
国建成了目前全球覆盖范围最广、接入设备最多、
技术水平最高的智慧车联网。

我国建成
全球最大智慧车联网

新华社杭州8月20日电 工信部信息化和
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19日表示，工信部将积
极推动企业加速向互联网化转型，实施工业互联
网重大专项工程，建设10家左右的国家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和一批行业互联网平台。

据介绍，工信部将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推动企业加速向互联网化转型，鼓励企业开
展数字化改造，制定支持企业上云的政策措施和
操作指南，加快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迁移的步伐。

我国将建10家左右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据新华社巴格达8月20日电（记者程帅朋）伊
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总司令阿巴迪20日宣布，伊
政府军开始发动军事行动，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IS)在伊拉克的最后主要据点泰勒阿费尔镇。

阿巴迪说，伊政府军反恐部队、联邦警察部
队、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将在空军支持下，从多个方
向进攻泰勒阿费尔。伊军方人士透露，目前仍有
两千余名武装分子盘踞其中。

19日，伊政府军空军向泰勒阿费尔投放大量
传单，告诉平民战事即将开始。

伊拉克发起收复IS
最后据点的军事行动

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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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青藏铁路公司火车司机胡天洪
驾驶班列驶离格尔木车站。

当日，青海省首次发往俄罗斯彼尔姆市的中
欧班列从青藏铁路公司格尔木车站驶出。班列行
程约6360公里，预计用时10天左右，运载的货
物为青海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示范区生产的盐湖
产品。 新华社记者 王博 摄

青海格尔木至俄罗斯
中欧班列首发

京沪之间全程运行时间在4个半小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