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美国军方执行第三次试飞任务的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
在结束22个月的太空飞行后于17日返回地球， 这是该飞行器迄
今耗时最长的“秘密任务”。 新华社发

创建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1979
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邻近港澳的深圳、
珠海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后表示赞同， 说还是叫特区
好。7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在深圳、 珠海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5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随后
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4个经济特区的开发和建设逐步展开。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中国沿海14个港口城
市。1985年2月，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
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初， 又决定将辽东半岛
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决议，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
放的经济政策。1990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浦东，在浦
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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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指针走向又一个重要时
刻———201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
八届四中全会召开， 将首次以全会的形
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行进在现代化征程中的中国， 到了
关键一跃的历史节点： 距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2020年，还有6年；距离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2049年，还有35年。

这是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跨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
国共产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前所未有……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才能
完成这一艰难但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
法治引领破障闯关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程
中，中国法治建设始终砥砺前行，一件件
法律从无到有，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
丰硕成果铭刻在光辉的法典之上。

改革开放之初， 引进外资任务紧迫，
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颁布时，
世界为之一震。 我国外资立法逐渐完善，
最终建立起以三个外资企业法为主干的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之后，“国家实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改革成果和发
展目标在最高效力的法律中得以确立。

二十一世纪初， 我国加入WTO，国
家在投资领域清理了2000多个法律文
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规则
对接， 以法制化的方式进一步确立了改
革开放的新优势。

回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
增长历程， 法治建设始终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保驾护
航———200多部现行有效法律、700多件
行政法规、近9000件地方性法规……

依法治国写入宪法，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确立了国家发展中

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
一系列重要制度， 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永葆本色的法治根基。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我国的制度
建设总体状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
很多方面没有法律，无法可依，需要边改
边立，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总体上已经有法可依。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习近
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在整个改
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等18个城市开
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这次授权
开创了司法领域进行“试验性立法”的先
河。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
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
批的决定，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国形成了以
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

全面小康：
法治铸就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法治护航下，
中国人迈向小康的步伐坚定而自信———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
过宪法修正案， 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载入国家根本法；2007年，物权法施
行， 对公、 私财产权利作出法律规定；
2011年，国务院颁布新拆迁条例，切实
保护公民财产……

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越是临近， 人民群众对依法保护公平正
义的期待越是热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提出要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

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
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维护公平正义的改革已在破题。今
年9月， 上海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先行试
点，中国首批289名法官助理、检察官助
理接受任命。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真正实现权责
一致，才能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使司法切实成为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

不止是司法保障层面，人民群众生活
生产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通过法律“落地”，
照耀公平正义之光———教育、住房、养老
等社会领域的权利获得更充分保护；食品
药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直接关系生
命健康的权利能够更充分实现……

让“法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
约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价值指引！

执政能力：
法治领航中国未来

中国之事关键在党。 历史实践反复
证明：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大力建设法治
中国，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当的
时代使命。

面对法治建设新征程，执政党首次以
全会的形式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跨越！更标志着
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2013年2月23日，元宵节前一天，在
北京中南海， 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回望历史，
执政党依法治国的轨迹清晰可见———

在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的基础上， 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党的
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 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
大报告深刻阐释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
要思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开启了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的新阶段……

当前， 国家治理和依法治国进程处

于重大历史关口———
从文明进程看———法治建设水平和

制度创设能力是一个国家外树形象、内
聚民力、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文明国
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 从未离开过
法治能力的彰显。

从历史方位看———中国正处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培育制度优势、
建设法治文明是复兴之梯、崛起之魂。

从现实挑战看———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诸多问题亟须凝聚共识、建立诚信、
维护权利，法治建设亟待加强，国家治理
能力亟待提高。

法治中国建设之路还有很多关隘要闯。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勇气、有智慧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今年9月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
径越发清晰———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
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
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
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各级领导
干部要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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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当前，减政放权，政府权力“瘦身”，职
能定位更清晰；建立权力清单，清晰划定
行政权力范围，激发市场活力；依法治官、
依法治权，制度反腐迈出重要步伐……用
改革的办法和法治的思维规范权力运行，
清洁党的肌体，提升执政能力。

引领中国改革发展、化解当下社会复
杂矛盾，必须紧紧依靠法治。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依法
治国之路。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10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会议， 强调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深刻领会讲话关于文艺工作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刘奇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文艺工
作者的亲切关怀。 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
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大大提升了我们对文艺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刘奇葆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
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
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
作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跨越
———从时代坐标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使命与挑战

新华社记者 郭奔胜 杨维汉 肖春飞

（上接1版）
找问题，接着向“症结”开刀。
该区高规格成立了“畅通最后一公

里”优质服务活动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
任组长，区长任第一副组长，下设项目建
设、企业帮扶、信访问题化解、涉法涉诉
案件处置、 民生事业发展5个专项工作
组。不管是哪个线口、哪个项目、哪个流
程，哪里有问题、有停滞、有反映，工作组
就扑向哪里、蹲在哪里，直到畅通最后一
公里。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把问题的
“症结”———作风问题找出来。

找问题，还要向需求“挖掘”。
和早年比，干部的服务对象及其需求

都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农
民，现在是市民了；现在的服务范围增加了
企业、项目、生产合作社等。再比如，过去服
务对象主要需求口粮、衣被、住所，现在更
需要信息、科技、市场渠道、真情陪伴等。该
区所有机关干部常到一线，蹲车间、蹲田
间、蹲工地，把所有需求搜集整理出来。

9月19日，望城区政府门户网站首页,
出现了《望城区部分执法监管、窗口单位
和服务行业领导班子部分整改问题集中
公示》清单，共列举了23个职能部门存在
的230多个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问
题。 每一个问题都清楚写明牵头领导、整
改措施、整改时限，并公布监督电话。同时
在区电视台开通“整改进行时”栏目，每天
公布整改进度，全程接受百姓监督。

把感情变过来

“清早，学校老师来电话说孩子严重
感冒，我心里一紧，准备动身直奔学校，可
转念一想：不行，上午经开区安排拆迁扫
尾项目的国土部门人员谈话，因拆迁陷入
僵持状态， 好不容易约了几户拆迁户，绝
不能推迟和缺席。忙完一天后，我一路狂
奔到学校，远远看到校门口一个单瘦的孩
子正在翘首张望，我走近她跟前，她弱弱
地叫了一声：‘妈妈，我好难受……’那一
刻，我愧疚地、紧紧地搂住她瘦小的身体，
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的疼……”这是望城经
开区国土资源中心所张莺的一篇日记。

望城区党的群众路线专题网页上开
了“晒我的一天”栏目，专门刊登党员工作
日记。全区党员干部中迅速掀起了一股续
写“雷锋日记”的热潮。一篇篇朴实的日
记， 有的写初次与拆迁户打交道时的忐
忑，有的记录一天窗口服务的琐事，有的
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与雷锋的差距……字
里行间，流露着真情实感。

“时代主题变了，社会格局变了，干部
的角色也要随之转变。” 周志辉向记者介
绍，“我们要彻底改变过去以管理者自居的
态度，转为为企业、百姓提供贴心服务。”

一切作风问题的关键，在感情。感情
变了，角色才能变。 有体验，有交流，有陪
伴，就会有感情。望城的干部在感情上悄然

发生变化。区委、区政府因势利导，组织“如
果你是群众，如果你办企业，如果你搞项
目”的大讨论。大讨论很热烈,引来了观念
的大转变、感情的大转变、角色的大转换。

9月21日，望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孔
玉成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来柏乐园
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询问存在哪些困难，
项目负责人一口气向他提出了16个问
题， 个个得到了答复或解决。“上午刚决
定新建一个4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下
午区国土局就来人查勘现场， 给出用地
指标；第二天,规划局、建设局、环保局等
单位全部到场，把手续办齐。”项目负责
人充满感激地说，“没有感情和作风的转
变，就不可能有这样高的效率。”

把制度建起来

“偷盗电动车、入室盗窃、飞车抢夺
等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案件破案率不高，
财物返还不多，损失难以弥补。”民意走
访中，望城百姓呼声强烈。经调查，发现
根源在于现有的单纯以破获案件及抓获
犯罪嫌疑人数量为标准的评价考核体
系， 导致不少民警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
容易破获的案件上， 发生在当地百姓身
上的案件却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侦破。

望城区公安局领导班子痛定思痛，大
胆改革考核方式。“不片面追求破案数，而
以辖区内现行发案的破案率作为工作考

核标准，每月重点考核在当地现行发案中
投入了多少警力、破了多少起案件、为老
百姓追回了多少赃款赃物。”如今，新的考
评办法已实施3个月， 多发性侵财案件的
侦破率大大提高；且全区发案率也得到了
有效遏制，同比下降10%。

针对部分教师贪图安逸的现象，区
教育局大力改革人事制度， 全区108所
中小学校校长实施竞聘上岗，能者上，庸
者下， 为区域教育发展选拔了一批优秀
的“领头雁”；出台全新的岗位设置实施
方案，职称评价严格根据打分排序进行，
激发了年轻教师的工作激情。

针对项目企业反映强烈的附属工程
建设管理问题，制定《附属工程管理办法》
等制度，有效遏制了强揽工程，阻工闹事现
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三资”管理不规
范问题，督促街道制定完善《村级财务制
度》、《组级公共资金管理办法》， 建立三资
交易平台，定期对村级财务开展审计；针对
部分干部“为官不为”，率先在全市开展“有
错无为”问责，对25名干部公开问责；针对
民生需求，望城区在干部绩效考核上弱化
经济指标设置权重，加大就医就业、城市管
理、社会保障方面的考评权重……前期走
访中收集的7591个问题，已分级分类化解
7386个，化解率达96%以上。

有问题标的，有感情基础，有制度保
障。在望城区，干群关系迈向了亲密和谐
的新常态！

据新华社香港10月18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
月娥18日表示，计划下周二与学联对话，届时双方各派5人，历时
约两小时。对话在黄竹坑医专进行，届时有现场直播，并计划邀
请岭大校长郑国汉担任主持人，待他回覆确认。

林郑月娥强调有诚意对话。她说，参与会面的政府官员包括
她本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副
局长刘江华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邱腾华。她指出，警方昨日在
旺角的行动并非清场，而是希望开通被阻道路，她谴责示威者，
尤其是那些采取激烈行动的人士，认为他们有预谋堵路。

林郑月娥重申政改工作要按基本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
定，在此基础上，学生还有什么看法，她乐意聆听。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停播两档养生节目

演员和名人不得主持养生节目
拒之
门外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严格规
范、整顿电视养生类节目的制作和
播出，不仅要求各级广电播出机构
停播“健康365”“杏林好养生”两档
养生类节目， 还出台有关文件，强
化对养生类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审
查把关，加大监管工作力度，提升
电视媒体社会公信力。

据介绍，一些电视台播出的“健
康365”和“杏林好养生”节目，违反
广告法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
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等规定，以
隐蔽性植入广告和患者作形象证明
等形式，变相为药品、保健食品等做
广告，并夸大夸张宣传，严重误导消
费者，甚至耽误一些患者及时就医，
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危害，产
生了不良社会影响， 也损害了广播
电视媒体公信力。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关于做好养生类节目制作播出
工作的通知》， 从明年1月1日起，
电视养生类节目只能由电视台策
划制作，不得由社会公司制作。凡
在专家资源、节目资金、制作能力
等方面不具备条件的电视台，不
得盲目跟风制作养生类节目。

通知不仅指出养生类节目不
得夸大夸张或虚假宣传、 误导观
众， 严禁养生类节目变相发布广
告，还具体提出了“演员和各类社
会名人不得担任养生类节目主持”
“嘉宾必须具备省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认定的副高以上专业职称”
“观众咨询热线电话须是以本台或
者本频道为主体申请设立的”“严
禁出现明示或暗示治愈率、 有效
率、保健养生效果等表示功效内容
等的行为”等要求。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俄罗斯能源部17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
就支付天然气欠款等议题达成初步一致，为本月21日举行的俄
罗斯、乌克兰、欧洲联盟天然气三方会议铺路。

根据俄乌双方达成的协议，乌克兰将在10月底向俄罗斯支
付14.5亿美元天然气欠款，今年年底前再付16.5亿美元。

同时，各方达成一致，俄罗斯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水平
维持现有的每1000立方米385美元，今冬供暖季期间保持不变，
采取预付款机制。

刘奇葆：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艺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香港特区政府拟下周二与学联对话

■新中国成就档案

建立经济特区

俄乌初步谈拢供气

近日， C919国产大型客机首架机机头大部段运抵中国商
飞公司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 即将进入机体结构对接程序，
同前机身进行对合。 新华社发

中国C919：准备机体对接

美国X-37B：结束“秘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