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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7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
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
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
措施更加有力，力争经过 5 到 10
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
实制度保障。

《规划》 指出，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必须遵循的
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价值
引领，坚持立法为民，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统筹推进。
《规划》 明确了六个方面的主

要任务。一是以保护产权、维护契
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
争等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以公平为核
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
保护法治化。加快推进民法典各分
编的编纂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塑造民法典的精神灵魂，推动
民事主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二是坚持和巩固人民主体地
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
化。充分发挥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帅作用，在宪
法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
法体制，从源头上确保鲜明的价值
导向。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
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
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三是发挥先进文化育
人化人作用，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
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
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法律制度，

完善互联网信息领域立法。四是着
眼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加快完善民生法律制度。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健全社会
建设方面的法律制度，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法定化。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建
立公平、可及、高效的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
积极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
发展。五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建立严格严密的生态文明法律
制度。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
法律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
度化、法治化轨道。制定完善粮食
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厉行
勤俭节约，倡导珍惜粮食、节俭消
费理念。六是加强道德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立法，把一些基本道德要求
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制定英雄烈
士保护方面的法律，形成崇尚、捍
卫、学习、关爱英雄烈士的良好社
会风尚。探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相
关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
法律，健全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
法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探索制
定公民文明行为促进方面法律制

度，引导和推动全民树立文明观
念，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
风。

《规划》 强调，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是一项艰巨繁
重的任务，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
组织实施，使法律法规更好体现国
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
公民的价值准则。各级党委要高度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工作，支持立法机关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中央
宣传部、中央政法委要统筹各方力
量，加强督促检查，推动规划贯彻
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要
完善工作机制，深入分析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立法需求，完善立法
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制定好立法
规划计划，加快重点领域立法修法
步伐。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工作进展
情况的宣传，及时对出台的法律法
规进行宣讲阐释。要加强舆论引
导，报道典型案例，弘扬法治精
神，树立社会正气，鞭挞丑恶行
为，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

这是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县城
（4月17日无人机拍摄）。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
发生特大地震。

十年后，曾经满目疮痍的汶川
地震灾区如今面貌一新，焕发勃勃
生机。

十年来，经过科学救灾、科学
重建、科学发展，汶川地震灾区的
城乡面貌、民生事业、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发生巨大
变化。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勃勃生机
的新园区、鳞次栉比的新民居……
龙门山脉城镇村落美丽和谐、山清
水秀，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汶川地震十周年：

再还人间
一个锦绣巴蜀

新华社北京 5月 7日电 （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7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两
国相关部门正为启动海空联络机
制加快相关准备工作。

有记者问，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李克强总理
将就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协议，以

避免海空意外事件。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耿爽说，中日双方在东海危
机管控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
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有助于双方增
进互信，管控分歧，维护东海和
平稳定。当前两国相关部门正为
启动该机制加快相关准备工作。

外交部：

中日正为启动海空联络机制
加快准备工作

新华社北京 5月 7日电 （记
者赵博）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7
日就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有关
涉台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导致台湾地区今年仍不能参加世
界卫生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
迄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
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
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
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他 指 出 ， 2009 年 至 2016 年
间，台湾地区连续 8 年以“中华
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了
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大背景下，在两岸双方
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政治基础上，通过两岸
协商作出的特殊安排。这充分表
明，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
同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制度化交
往才能得以延续，两岸也才有可
能就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问题进行协商。

他还说，当前形势下，民进
党当局应该反思台湾地区今年为
什么与去年一样仍不能参加世卫
大会，而不是推卸责任、转移焦
点、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

国台办：

台湾地区今年仍不能参加世卫大会
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7 日电
（记者兰天鸣） 1901 年，赵世炎
出生在四川酉阳 （今属重庆市）。
父亲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
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
火一样去照亮这个世界，故给他
取名“世炎”。

1915 年，赵世炎考入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附中。其间正值新文化
运动风起云涌，受陈独秀主办的

《新青年》影响，赵世炎投入新文化
运动中，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
1919 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
中国学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
动，参与主编《平民周刊》《少年》半
月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进步刊
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 年 5 月，赵世炎赴法国
勤工俭学。1921 年春，与张申
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1922 年，与周恩来等发
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
中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中共
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
记。1923 年，赵世炎和陈延年、
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往莫斯
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6 年 3 月，赵世炎出席在
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

大会。会后，党中央任命赵世炎
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
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兼任江
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 年 3 月 21 日，上海工人
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武装
起义中，赵世炎身先士卒，勇敢
地冲锋陷阵。经过 30多个小时的
激战，起义队伍打败了军阀部
队。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
动的一次壮举，为北伐军在江浙
战场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 年 4 月，蒋介石背叛革
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由于叛徒
出卖，1927 年 7 月 2 日，赵世炎
不幸被捕。7 月 19 日，赵世炎英
勇就义，把 26岁的青春和满腔热
血献给了革命事业。

赵世炎：信仰之火永不灭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刘开雄） 中国人民银行 7日公布数
据，截至 2018 年 4 月末，我国外
汇储备规模为 31249 亿美元，较 3
月 末 下 降 180 亿 美 元 ， 降 幅 为
0.57%。

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4
月，我国跨境资金平稳运行，外
汇市场继续呈现供求平衡格局。

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指数上涨超过
2% ， 主 要 非 美 元 货 币 相 对 美 元
下跌和资产价格回调等多重因素
共同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
降。

“这是会计账面上的损失，实
际资产价值并未受到影响。”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衍生品研究院首席
经济学家赵庆明表示，在公布外汇

储备数据时，需要将储备中的非美
元货币折算成美元进行公布。因
此，4月份美元升值带动主要非美
元货币贬值，在折算过程中就出现
了账面上的损失。

赵庆明认为，一个国家外汇储
备计算主要会受到汇率和投资收益
等两个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外储
投资收益的增长，降低了汇率波动

对外储账面的负面影响。
“我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延续

稳中向好态势。”外汇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国跨境资金仍将保持双
向流动、总体平衡的格局。虽然面
临各种不确定性，但全球经济仍将
保持复苏势头。“国内外因素综合
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保持
总体稳定。”

截至4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249亿美元

主跨即将合龙的蒙华铁路汉
江特大桥 （5月7日航拍）。

经过 3 年建设，由中铁十一
局集团承建的蒙华铁路汉江特大
桥主跨合龙在即。蒙华铁路汉江
特大桥位于湖北省襄阳市区上游

约 3 公 里 的 汉 江 上 ， 总 长 5242
米，是蒙华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
之一。蒙华铁路全长 1800 多公
里，线路北起内蒙古浩勒报吉
站，终点到达江西省吉安市。

（新华社发）

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合龙在即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刻
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认识和改造
客观世界，一刻也离不开马克思主
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
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
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
论力量。”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
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
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要深入学、持久学、刻
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
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学习和实
践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用科学理论
武装头脑提供了方法和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
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历史与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虽历经
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
论强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
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
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精神追
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
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
深、常学常新。新时代我们学习马
克思，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
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

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
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
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
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坚
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
不是空洞地学，以更宽广的视野、
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就一
定能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
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
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
论的显著特征。只有坚持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
学深悟透，才能熟练掌握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
思主义理论素养。问题是事物矛盾
的表现形式，只有不断强化问题意
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
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自
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现实问
题，我们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
念、新思路、新办法。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不
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理
论力量，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我们将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载5月8日《人民日报》）

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三论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