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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4¨�J� #$$ �/�Ç|
�2á�A-ôáØ5

<=>?@���àÂ�E/<
=>¶ ¡¢£hi?+¤¥p�
¦/Y"YÆZ[\]¡c/§¨F
#©�ªHd#$%&/`�<D«
]ë>l#$¬>/\m�vw�
-.®¯°Ð/Ñ�Þvj�R>�
±²+�Þ�Þ/ R9:`"`�

O³pb´TlOmnoµe¶/8·
�¸¤¹Tº»<=�æ5

!"#$%&'()*+,-./0123456
! "

%opqr%

!"#$%&'()*+,-./01234!"5#6
789'":;()*+,<=>?@# A)BCDE
F0GHIJKLMNOPQR4"$!% <=)*%ST
UVW;(XY6Z[\

]^_ `abcRdef & X_ NOPghijk
l\ mnC "" <_opqr$s7Is%UVtujvw
x_! ' <y-sLz{opK|}~x "( � '& X_�
�QR)*%C���4����JKL�64����
��6�Q�Z[\ !!" #$%" !&'()!

!"#$%
&'() *+,-

!"#$%&'()*+,-./01%2345!! 6
"# 78 19:;<=>?@ABCDEFG&'HIJ
KL1MNOP1@QRMSTTUVWX8Y"#ZG
[\]^_`ab4

cdef8"#.gh9:;i<=>?@ABCj
MDk98lmDEno !$%& p8qr $' p8Mst` ()
u8Tvtw !))# u8xy<=z{ %""*"' |}8~�<
=z{ &"*(& |}4�$@Q��U�����8"#��
�����'��8��!b�S�L����L���
�58���@Q*U+��� 8¡"#@Q¢£¤¥*
¦§lh¨©ª«\¬4 !!"#" #$%&'#

!"#$%&'()*+,-./012

!"#$ %&'()*+,-
./0123456789:;<=
>?;6 @'ABC(DEFGH
/()78IJ2KLGM6 NO
PQ(D7RSTIJU1 ! Q2
KLVWSXY$@C "!QZ['(
)78\ #" QC()78] $#%
Q2KL^:/_`U1V

9a_U1b$ @CPQ(D
7RcdefghijIJklm
nopqrgstuvpwx:;y
z2p{|}~1L�b�����

���/��~1� m����-
.~1?;p �����/�}m
��\2�L9��[ �?��}
m���>p GH���:mU1
� p�¡�L�vmU1NOpU
y2�L¢£z2V @CD¤¥¦
§¨m2K¥p ©ª«¬2�L
&% L $'# (p�®¯°Z±²³(
D7Rm´µ¶p ·¸¹{|}2
�L�bº»d¼½2¾¿6 ]C
¥ÀÁÂÃ�ÄGÅÆÇz2È
ÉV ��ÊÀËÌa_~1mÍÎ

Ï\ÐÑÒÓ ' L2KÔL�Õ
Ö6×�GÅm~1ÈÉV

ØÙ¢£z2|LÚÛ6ÜCÝ
Á78Þßàef�á$âã¢£1
2äåæv$çkl�èéê$°�
2�LÓ[ë[Nmrì$Uyíîe
.pïðz2mñòpá:;yóÜ
Cô£12ô£z2��Võö÷D
¤¥È�øÂm´µ¶pùú·mû
òüt\»�ýþÿ}Ü¥ $(! Q
!"#$%&p@¥È�'&""®
�(V !!"# $%" !&'()!

!"#$%&'()*+,-./

!"#$%&'()*+,-)*./01234
56789:!"#;<=>?@ABCDEFG@78
HIE !"##JK@LMNOPQRSTUVWXY

Z[\]^_`Xabcde#<f78g$%&&'(
)*+%,-./0++.'1%2-,-0.340+-5hdeUiADjkl3g
m%&&'(**6660+/..780.340+-nh !"#UiADjk$o
m%&&'(**66609:28,-.0.340+-*..78;8ngpqrstuY

!"#! !"#v#w.xy[zU{
$%&'!|}~���,-34[zU{

!"#$ ( #! ) % *

!"#$%&'()*+,-
)*./0123456789:;<

!"#$%&'()*+,%-.(/0123",4
567089":;<6=>?0@A0BCDBEF-.
"*+%BGHIJKDBEF"LMNOPQRS0T
UBCVW-.*+XLY0ZUV[\-."L]'^
"L_`RS:a`*+b

.c0 d*+ef,Sghi*+ ! `>j ! kl
m/:EKnFopqr0stkuvw6hHxyjY
ophz0{|}9}~�KnF����tk� �%B
GHIJK�,DB����E��F`>j0��n�
���Q���Q0`>j]klm��`�0�klm�
��m��h���0 �� �¡¢�£¤¥¦§¨0n
©�nª«�¬b �®0`>j¯°±�²�0±�³
´0±��µ:¶·0¸,!¹º»»/ª¼0½¾¿À
i"#$ÁnFÂ0ÃNÄÅ %&& ÆklÇÈÉ¬0ÊËÃN
ÌÍÎÏÐÑ�

ÒÓ0 BGH¯°Em`>¶·ÔÕÖop×¶0w
=ØÙE�opÚÛ�F`>jÜÝ '% Þ)ßMànF
Øk)Z1áâEF,ã �àv�äå�

!!" #$%" #&'()#

!"#!$%&'()*
+,-%./012

! ! ! !!"#$%&'()*+,-./*01234567
'89:;<=8>?@*ABCDEFGHI:;<=J

<=8KL@* "# MNOP>QRSTUVWXYW
ZX5[\>]^_`a5FGbcWdefghiWjk
lmnophqrstuNvwx<=J <=yz?@*
AB{|#}]~?��5NOP����H�>���<
=yz�L��������> �����P:;���
�5��J

�v�> ��FGbcHI<=N� ¡*FGbc
I�5¢;£¤���¥�> ¦¢§¡*¨�©ªFGb
c��¥�>d«¬@FGHI®��¯°>�d±²³
´µP¶·¸¹º»¼J !!" #$"#%&'(#

!"#$%&'()*+,-./0

� � � �“我将参选俄罗斯总统选举。”6日，俄罗斯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回答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
汽车厂一名工人提问时如是说。

这是普京第四次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目
前看来，普京缺乏有力竞选对手，连任难度不大。
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当前在外交、经济等方
面有一系列棘手难题，将考验选举胜利者。

宣布参选 获胜几率很大
普京当天与高尔基汽车厂工人们见面时说：“没

有比这个地方、这一时刻更适合宣布（参选）……俄
罗斯将一直前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阻止这一
前进的脚步。”

俄罗斯定于2018年3月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
近几个月来， 普京在诸多场合多次被问及是否参
选，但他此前都表示自己还未决定。

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4日公布的民
调显示， 如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举行大选，53%被
调查者将投票给普京。俄罗斯民调机构“社会舆
论” 基金会1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俄
民众认为普京在总统职位上“干得好”。

俄罗斯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列米佐夫说，无论
是普京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很清楚选举结果。

如何应对执政难题是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 自普京第一次当选总统以

来，俄罗斯大国地位得到巩固。近年来，俄空天
军在叙利亚大显身手， 俄罗斯通过强硬的对外
政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普京威望空前提高，被

俄民众视为稳定和实现强国的象征。
反观反对派阵营，成员复杂、缺少“领袖”、缺乏

切实可行主张和纲领，难以对普京构成实际挑战。
舆论普遍认为， 普京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

赢得大选， 而是如何在选举后应对执政的种种
难题：如何扭转俄美关系、降低因对抗和西方制
裁给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何缓
解贫富分化、遏制腐败？如何调整俄罗斯经济发
展模式，以适应金融、商业、信息技术、医疗等领
域的突破性技术革命？

将继续当前的内政外交方针
普京参选甚至再次当选被认为只是时间问题。
从名不见经传的前特工，成长为临危受命、

执掌一个庞大国家的“铁腕总统”，普京的从政
生涯几乎等同于俄罗斯国家当代史。 从一定意
义上讲，普京塑造了今天的俄罗斯。

过去数年， 俄罗斯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之痛
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滑坡，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
斯在痛定思痛后， 抛弃了以往对西方不切实际
的幻想，以出兵叙利亚确立了转向东方、以中东
地区为据点、另辟“朋友圈”的全球方针。

尽管经济结构、生活水平、腐败问题等多受
诟病，西方唱衰俄罗斯之声不绝，但普京保持高
位的支持率、俄罗斯稳定的社会现状说明，普京
带领俄罗斯所走的道路代表了俄罗斯人民的意
愿。 作为一位追求稳定的领导人， 如果赢得大
选， 普京无疑也将继续当前的内政外交方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 � � �普京1952年10月出生在列宁格勒
市 （今圣彼得堡市），1975年毕业于列
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经济学副博士学
位。 他曾在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工作，其
中1985年至1990年在民主德国工作。

普京1999年12月31日任代总
统 ，2000年 3月26日当选俄总统 ，
2004年连任。 因俄宪法规定同一人

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续任期，普
京2008年没有参加总统选举， 而是
出任政府总理。

2008年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4
年延长至6年，从2012年新当选总统
开始适用。2012年3月， 普京第三次
当选总统。

背景链接

� � � � 12月6日， 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的高尔基汽车厂， 俄总统普京听取当
地官员汇报。 新华社发

� � � �据新华社太原12月7日电 全国《义务教育
学校管理标准》实施部署会7日在山西省孝义市
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说，制定管理标准是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 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 义务教育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教育部日前出台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从保障学生平等权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领教
师专业进步、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营造和谐美丽环
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6大方面，明确了学校的主要
管理职责，共涉及22项管理任务、88条具体内容。

朱之文说， 管理标准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
了我国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的基本理念、 基本内
涵、基本框架、基本要求，是提升我国义务教育
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教育部：

义务教育要以
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民政部7日公布
《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 其中规定慈善组织为实现资产保
值增值开展投资活动时， 不得用于直接投资股
票、人身保险产品等12种活动。

根据征求意见稿， 慈善组织可用于投资的
财产限于非限定性资产、 在投资期间暂不需要
拨付的限定性资产。 慈善组织的投资行为不能
干扰慈善目的实现。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12种禁止慈善组织开
展的投资活动，包括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直
接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投资人身保险产品，投资
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用于对
冲风险的除外），将慈善组织的财产以明显不公
允的价格低价折股或者出售等。

我国拟禁止慈善组织
直接投资股票

� � �“人权事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
人民需求加以推进。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人
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提
高人权保障水平。”仲冬时节，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里涌动着春天般的暖意。 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在
与会中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

“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人民为争取民
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获得自由和平等，享有
尊严和幸福，实现和平与发展，进行了长期
斗争和努力，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

受访人士表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符
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同时，受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等多
种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权事业依然面临
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坚定在人权道路上

的信念与信心，在推进人权事业进步中不断
增进本国人民福祉。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
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提高尊重与
保障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

“人权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正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尊重保障人权的最直接
体现。”聆听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后，中共中央
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李云龙说。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 必将有
力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为人类进步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引起了圭亚那上诉法
院代理大法官尤奈特·德奇纳·卡明斯·爱德华
兹的共鸣。“中共十九大为中国未来绘制了蓝
图，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规划，也为
国际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遇。中国的
发展理念令我们很受启发，在圭亚那，我们把
经济发展看作提高人民福祉的重点。”

“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
大梦想。”贺信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人
民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
国人民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
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要思想，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激荡着
共圆人类社会伟大梦想、共创人类发展美好
未来的力量与希望。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地行动与合作司
亚太、 中东、 北非局局长弗朗西斯科·摩塔
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不让任何
个人落后，不让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落
后。中国在促进全球公正、平等方面贡献了
许多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 一种
智慧，得到了全球认可。”

在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国际
社会应该本着公正、公平、开放、包容的精
神，尊重并反映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愿。

对此，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安德
烈·范·德·布拉克说，以往人们提到人权，可能
更多想到一些西方价值观。“但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视角， 每个国
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阶段， 人权不仅有西
方的表述，还有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理解。”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引起与会中外嘉宾热烈反响
共圆人类社会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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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堪培拉12月7日电 澳大利亚众议
院7日正式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同性婚姻在澳大利
亚正式合法化。此前，澳参议院于11月29日以43
票赞成、1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

在众议院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后，澳大利亚
总理特恩布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现在是实
施更广泛的婚姻的时候了，更多的承诺、更多
的爱、更多的尊重，婚姻平等获得了通过。”

澳大利亚总检察长乔治·布兰迪斯表示，
从12月9日起， 澳大利亚的任何一对同性伴侣
都可以提交结婚申请，通过审核后将成为合法
夫妻，受到澳大利亚婚姻法的保护。

澳众议院通过同性婚姻法案

同性婚姻在澳合法化

真正挑战在胜选后普京四度竞选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