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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时代坐
标，深刻洞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的重大战略判断。 这一重大战略判断，
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标定了
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对于我们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五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中十分重要的五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
砺奋进、攻坚克难、强基固本、锐意进取，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

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党和国家事业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五年来所做的工作
很多是开创性的， 所解决的问题很多是
深层次的，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难题得到解决， 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
办成的大事办成了，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发生了深刻变化， 全党全国人民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五年来的成就， 是在新中国成立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
成就基础上取得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
就，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性飞跃， 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
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
界，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供了中国方

案。”这“三个意味着”，深刻揭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的历
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为我们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注入了新的思想
动力， 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
判断提供了科学指引。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
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也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活跃和兴旺、成功和胜利，是在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进程中实现的， 是在不断顺应人民新
期待、 开辟发展新境界的历史进程中实
现的，也是在国际竞争、国际比较中被世
界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求索， 寄托着
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 凝聚着亿

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 它是党和人民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
革开放近40年实践的宏大主题， 也体现
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美好
憧憬和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定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向前发
展， 必定随着党和人民不懈奋斗而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
讲话精神，就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清醒
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
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
待，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
见性、创造性，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
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完善
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 在新的发展阶段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载8月4日
《人民日报》）

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我国首部民族百科全书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经过18年编纂，我国第一部民族

百科全书《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目前已由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总汇性成果和
介绍中国56个民族基本情况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民族百科全
书》的出版对中国民族学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3日举行的《中国民族百科全书》出版座谈会上，全书
执行主编云峰介绍，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按中国图
书分类学科阐述的大型民族百科全书。 整部全书共分15卷，
约2500万字，45000余个条目，6400余幅彩色图片， 内容涵
盖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沿革、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 � �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3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印军非
法越界行为不负责任、 不计后果， 印
方应立即把非法越界人员撤回到边界
线印方一侧。

有记者问： 中方昨天发布了 《印
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
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 文
件提到6月16日， 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
道路施工， 此前也向印方作了通报，
请问施工的目的是什么？ 通报的具体
情况是怎样？ 印方作何反馈？

耿爽表示， 6月16日， 中方在中印
边界锡金段中方一侧的洞朗地区进行
道路施工， 目的是为了改善当地的交
通， 便利当地牧民放牧和边防部队巡
逻。 这是中方在自己领土上的正常活
动， 完全正当合法。

耿爽说，中方出于善意，分别于5月
18日和6月8日通过边防会晤机制两次
向印方提前作了通报，印方未做任何反
馈。 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
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
悍然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 进入
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

耿爽表示， 截至8月2日下午， 印
军仍有48人连同1台推土机非法滞留在
中国领土上。 此外， 印军还有大量武
装人员集结在边界线上和边界线印方
一侧。

耿爽说， 洞朗地区位于 1890年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规定的边界线中
方一侧。 印度边防部队从边界线印方
一侧进入中国领土， 其非法越界行为
事实清楚， 不容否认。 印方无视中印
间现有的相关机制和渠道， 在未与中
方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 直接派边
防部队携带武器和装备越界进入中国
领土并滞留不撤， 其行为不负责任、
不计后果。 印军不论多少人员非法越
界并滞留在中国境内， 其性质都是对
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严重违反
《联合国宪章》， 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印方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又有记者问： 作为对中方8月2日
发布立场文件的回应， 印度外交部表
示印中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两国
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请问中方
有何评论？

耿爽说， 印方现在言必称“和

平”， 我们不仅要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中方认为， 有关事实不容忽视： 第一，
印方在中方出于善意， 于5月18日和6
月8日两次提前通报印方的情况下， 在
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从未通过任何渠道
向中方反馈任何信息， 反而直接于6月
18日派遣武装人员和装备越界阻挠，
这绝不是为了和平。

第二， 事件发生至今已经1个多
月， 印方不仅仍非法滞留在中国领土
上， 还在后方整修道路， 囤积物资， 集
结大量武装人员， 这绝不是为了和平。

第三， 在印方非法越界事实确凿
的情况下， 印方非但不深刻反省错误，
反而炮制所谓“安全关切”、 “三国交
界点问题”、 “应不丹要求” 等种种奇
谈怪论， 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借口，
这绝不是为了和平。

第四， 印方在中方多次外交交涉
下， 不仅拒不撤出越界人员和装备，
反而向中方提出无理要求， 毫无解决
问题的诚意， 这绝不是为了和平。

耿爽表示， 如果印方真的珍视和
平， 就应该立即把非法越界人员撤回
到边界线印方一侧。

外交部：

印军非法越界“绝不是为了和平”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08 1 0 8
排列 5 17208 1 0 8 8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韩春雨团队主动撤回
基因编辑技术论文

据新华社伦敦8月2日电 围绕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团队有
关一种新基因编辑技术论文的争议持续一年多之后，发表这篇
论文的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2日在其网站上刊登韩春雨
等人的声明说，由于科研界一直无法根据他们论文提供的实验
方案重复出其展示的关键结果，“我们决定撤回这项研究”。

� � �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王亮）又
见逆转。 今天进行的中国足协杯8强赛
次回合比赛中，上海上港队主场大发神
威，4比0大胜天津权健队， 总比分4比3
逆袭晋级4强。

首回合比赛中，天津权健队主场3比0
取胜。因此，本场比赛上港队已经站在了
悬崖边上，至少赢3球才有机会晋级。中超
联赛中，两队也咬得很紧，上港队位列第
二，权健队排名第三。本场比赛前，两队还
就上港队主场的接待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可见双方对本场比赛的重视程度。

比赛中， 主场作战的上港队状态极
其火热。上半场第5分钟，胡尔克接奥斯
卡的妙传，左脚抽射破门。第44分钟，奥
斯卡制造点球，胡尔克主罚得手，梅开二
度。下半场第53分钟和第69分钟，奥斯
卡和郑致云又先后破门。最终，上海上港
队主场4比0战胜天津权健队， 总比分4
比3完成超级大逆转。

此前，中超球队广州恒大、上海申花
以及中甲球队上海申鑫队先后拿到4强
席位。今年的足协杯4强，也破天荒出现
了3支上海球队。

足协杯4比0大胜天津权健

上海上港
逆袭进4强

全国省级党报社长总编辑媒体融合
高峰论坛在内蒙古举行
探讨省级党报融合发展

湖南日报8月3日讯（本报记者）近日，全国省级党报社长
总编辑媒体融合高峰论坛暨融媒体走进内蒙古看70年发展
大型采访活动在内蒙古举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天津
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湖南日报》等20家省级党报的
社长或总编辑、副总编辑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这次活动以“融通、聚变、创新”为主题，主要探讨省级党报
融合发展，由内蒙古日报社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人民日报媒体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玉林、 北京日报长安街知事新媒
体副总监吴迪、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周智强、内蒙古日报总编辑
吴海龙，分别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打造与运行》《党报深度
融合， 如何实现内容精准供给侧改革》《迈出从相加到相融的关
键一步———解放日报的融合发展之路》《“中央厨房”在地方媒体
的落地实践与探索》为题作了演讲。此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
文化学院院长吴飞作了题为《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
未来传媒生态》的报告，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岳淼作
了《大变革中的新生机》的报告，腾讯内容机器人项目负责人刘
康介绍了AI（人工智能）技术与未来媒体业态，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副秘书长孙懿介绍了科技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