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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卓伦 吴嘉林

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不确定性”成
为国际形势最显著的特点。 面对错综复杂
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外交如何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彰显担当？

年终回望，我们寻找答案。

完善布局 伙伴网络遍全球
站在世界地图前不难发现，这一年，中

国与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深刻互动。
从年初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 到岁末的厄瓜多尔总统莫雷
诺，从山水相连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金正恩， 到万里之遥的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100多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访
华，中国的感召力、影响力与日俱增。

“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这是今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
出的要求，也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实践。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个个历史性瞬间， 吸引了全世界的

目光：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4

次会晤、中俄关系愈发坚实；同金正恩百日
之内三度会晤， 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
成重要共识， 令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新的活
力； 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
晤，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断深
化战略沟通； 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
晤，在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
就进入新阶段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这一年，同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
尔瓦多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建交或复交后，
中国的建交国总数增加到178个，自身“朋
友圈”不断扩大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国际
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

“四十不惑” 开放合作再出发
“四十而不惑”，站在改革开放第40个

年头的关键节点， 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更
加坚定，同各国合作共赢的诚意愈发彰显。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
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12月18
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示： 将改革开放进

行到底。
这一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63

条减至48条，关税总水平由上年的9.8%降
至7.5%，出台53项措施支持自贸试验区深
化改革创新，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中国诚意满满地向世界打开市场、
同各方分享发展机遇。

4月18日，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揭牌。 这一崭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正式成
立， 彰显中国心系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与合
作的视野和担当， 也有助于更好服务国家
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

2018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5周年
之际，又有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
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文件总数
达到140多个。在共建“一带一路”完成总
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的基础上，各
方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聚焦重
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
笔画”。

大国风范 主动作为显担当
12月20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

通过决议，邀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观
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和工作。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
机构，亚投行运营近3年来，成员总数已达
93个，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大洲，成为中
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典型。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
从未面临如此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
深的全球性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大国担当令世
界称道。

外媒评价， 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从未像
今天这样大， 承担起历史责任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因为放眼人类共同的
未来。

“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
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
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习近平
主席的话掷地有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事实证
明，中国是多边主义最为重要的支撑。”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

2018年， 中国外交更加从容自信，开
拓进取，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愿与
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姿态与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

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部署
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胡浩 魏梦佳）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化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宣传教育，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
活动的通知》， 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广泛开展“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

12月28日，“改革先锋”孙永才、马善祥、韦昌进、
禹国刚、库尔班·尼亚孜、张黎明、叶聪、许海峰、潘建
伟等分别走进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
京体育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各高校宣讲现场，

“改革先锋”激情洋溢、声情并茂，师生们仔细聆听、
认真记录。这是在“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中，首批走
入大学校园的改革开放先锋榜样。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魏
梦佳）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许崇德为人随
和，生活简朴，喜欢看书、练字、写诗。他的
客厅堆满了一层层书。书香弥漫中，这位
著名法学家静静地翻阅宪法类书籍，与一
生挚爱并付诸心血的宪法学展开“对话”。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
见证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并不断发展
的历程。他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1982
年宪法修改，还参与起草了香港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我国宪法制度及宪法
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崇德一生笔耕不辍， 论著颇丰，在
宪法学等多领域成果丰硕。 他历时5年完
成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以大量史料系统阐述新中国宪法的发展
历史，填补了国内宪法学研究空白。

尽管头衔、荣誉众多，但许崇德总谦逊
直言“我就是个教书的”。从教60年，他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宪法学者和法律实务专家，
不少人已成为当今法学界的骨干力量。

他常常告诫学生：研究法学一定要
立足于中国现实，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
题；做学问必须要下苦功，“要有为了报
答人民、报答党的赤诚的心和甘愿吃苦
的精神”。

2014年， 许崇德因病逝世， 享年85
岁。生前，这位见证并推动中国宪法制度、
宪法学发展的老人说：“把一生献给新中
国的宪法和民主法治事业，我深感荣幸。”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孙
奕 马卓言）从外交部法律顾问,到中英香
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再到联合国国际
法委员会主席、国际法院院长，九旬老人
史久镛曾多次见证历史，“学法报国”和
“秉持正义”是他的座右铭。

20世纪80年代， 中英双方就香港问
题展开谈判。“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
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
但中国政府认为，条约根本是非法、无效
的。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
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
平等条约。”史久镛说。

他回忆，在中方艰苦谈判下，最终签
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并未提及上述不平等
条约，而是称香港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愈发

加深，“中国面孔” 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
跃。2003年， 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
成为该院首位中国籍院长。

岛屿归属、海洋划界、非法使用武力、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隔
离墙……在任期间，史久镛审理的案例多
达16件，创历任国际法院院长纪录。

2010年， 当史久镛从国际法院卸任
之际，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他
“致力发挥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等领域的角色”，工作“令人钦佩”。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法律问题
上， 我愿尽己所能， 继续为国家建言献
策。”他说。

年终报道

乱云飞渡仍从容
———2018中国外交的稳进与担当

史久镛：
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许崇德：学而为宪六十载

中宣部授予郝井文
“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张玉清）中央

宣传部12月28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郝井文的
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郝井文是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空军特级飞行员。
入伍24年来，他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心系祖国蓝天，苦
练精飞、矢志打赢，成长为一名精英飞行员和优秀指挥
员。党的十八大以来，郝井文带领部队出色完成钓鱼岛
空中维权、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等重大任务，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作出重要贡献，被表
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获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
武“金头盔”，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

2019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央企也纳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 高敬）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长根28日说，
从2019年开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第二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再用一年时间完成第二轮
督察“回头看”。第二轮督察将适当扩展督察范围，把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央企纳入督察对象。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刘长根介绍，
第一轮督察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2018年对全
国20个省（区）开展“回头看”，共受理群众举报96755
件，合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办75781件。截至12月20
日，绝大多数群众举报已办结，其中，责令整改43486
家；立案处罚11286家，罚款10.2亿元；立案侦查778件，
行政和刑事拘留722人；约谈5787人，问责8644人，直
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7万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