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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
月 25 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在北京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
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去年 9月，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
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中非领导人一致决定推动中
非共建“一带一路”同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
战略深入对接，携手构建责任共
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
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共同实施中非合
作“八大行动”，为中非关系向
更高水平发展绘制了新的蓝图。

我高兴地看到，中非双方同心协
力，积极推进峰会成果落实工作，
形成一批可喜的早期收获，给中非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整体
性崛起势头强劲。中非双方携手合
作、共同发展，将为壮大发展中国
家力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希
望中非双方以此次协调人会议为新
的契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加强沟通对接，深化团结合作，扎
实推进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和中
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增进中
非 26 亿人民福祉，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 罗沙 白阳 王子铭 高蕾

婚姻、家庭、遗嘱、继承……
看似繁琐的家务事，牵动每个人的
切身利益。25 日，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草案和继承编草案二审稿提交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这两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的法律草案二审稿，作出了哪些
重要规定？

看点一：
提高亲子关系相关诉

讼门槛

奔波多年后终于找到失散的子
女、父母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生活中涉
及亲子关系的矛盾问题日益增加。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一审稿对此
曾作出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
的，父、母或者成年子女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
认亲子关系。

相比一审稿，草案二审稿提高
了此类诉讼的门槛，明确当事人需
要有“正当理由”才能提起诉讼，
同时对成年子女提起亲子关系否认
之诉予以限制。

草案二审稿规定，对亲子关系
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母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
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亲子关系。

“相对于一审稿，二审稿的规

定更为审慎，这是对家庭关系的一
种谨慎维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说，

“仅凭怀疑或者捕风捉影就可以提
起亲子关系诉讼，对于家庭关系的
破坏是巨大的。”

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浩
公认为，允许成年子女随意提起亲
子关系否认之诉，可能成为某些人
逃避赡养义务的借口，加以区别限
制是必要的。

看点二：
明确收养人需无相关

犯罪记录

随着不少家庭或个人领养孩子
的愿望逐年升高，被收养儿童的身
心健康和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亟需法律给出答案。

为保障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对收养人资格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明确。草案一审稿
曾作出规定，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无
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等四项条件。
草案二审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规
定，收养人应当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
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孟强表示，现行的收养法并无
关于收养人能否有犯罪记录的规
定，此次草案二审稿增加的规定，
是对各地实践做法有益经验的吸
取。“如果收养人有例如虐待、遗
弃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记录，无疑
是不适合再收养未成年人的。但与
此无关的其他违法犯罪记录，在符
合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收
养子女。”他说。

看点三：
村委会可担任特定遗

产管理人

为妥善管理、顺利分割遗产，
更好保护相关当事人利益，民法典
继承编草案一审稿已规定遗产管理
人制度，草案二审稿对该制度作出
进一步完善。

草案二审稿规定，没有继承人
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
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
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同时，草案二审稿对遗产管理
人的职责予以完善，增加规定遗产
管理人应当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
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
以及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
要行为等。

此外，为了明确界定属于法定
继承人范围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
妹的概念，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审
稿对现行继承法中的相关规定予以
保留，相比一审稿增加了三款规
定：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
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
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
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
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
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这是将现行法律的规定吸收
进来，体现立法的整体性。无论婚

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
子女，法律都一视同仁，其享有的
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相一致。”王浩
公说。

看点四：
完善继承“宽恕制度”

和“口头遗嘱”

遗弃老人、篡改遗嘱……如此
行为还能拥有继承权吗？民法典继
承编草案一审稿中就此规定了对继
承人的“宽恕制度”：对继承人遗
弃被继承人、伪造或者篡改遗嘱等
行为，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
在遗嘱中明确将其列为继承人的，
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据悉，有的地方、部门和法学
教学研究机构提出，规定这一制度
是必要的，但应当进一步严格限定
条件。对此，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
审稿作出修改，规定继承人有遗弃
被继承人、伪造或者篡改遗嘱等行
为，确有悔改表现的，才能予以宽
恕，不丧失继承权。

在口头遗嘱方面，草案二审稿
规定，遗嘱人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
头遗嘱。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
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
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相比
一审稿，删除了“所立的口头遗嘱
经过三个月无效”的期限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一审稿中关于
三个月期限的起算点不明确，且口
头遗嘱仅在危急情况下才适用，危
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已能够用其
他形式立遗嘱，所立口头遗嘱即应
无效，不必规定三个月的期限。

关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草案二审

从亲子关系诉讼到遗产管理人制度
民法典草案完善这些婚姻继承重要规定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6
月 24 日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
努钦通话。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
的指示，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双
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5日电
（记者王鹏） 密码法草案 25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旨在通过立法提升
密码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促进我国密码事业的稳
步健康发展。

草案明确规定，密码分为核

心密码、普通密码和商用密码，实
行分类管理。核心密码、普通密码
用于保护国家秘密信息，属于国家
秘密，由密码管理部门依法实行严
格统一管理。商用密码用于保护不
属于国家秘密的信息，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依法使用商用密码
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

我国拟制定密码法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工作访问的乌干
达总统穆塞韦尼举行会谈。两国元
首一致同意，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赞赏穆塞韦尼作为非洲
资深政治家为推动中乌关系和中非
关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
指出，当前，中乌关系正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保持密切协作。中方愿同乌方
一道努力，以共建“一带一路”和落
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
机，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乌要继续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方坚定支持
乌方探索有乌干达特色的发展道
路，愿同乌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就北京峰会“八大行动”深入对
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能源、

农业、疫情防控、人力资源、工业园
区、旅游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
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对乌投资，推
动论坛峰会成果更快、更好在乌干
达落地。中方赞赏乌方在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支持
乌方维护本国安全的努力。中乌要
共同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致力于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穆塞韦尼表示，中国和非洲是

长期友好的朋友。在非洲民族解放
和国家建设中，中国给予了宝贵帮
助。乌干达钦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
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乌方希望
以建立乌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契
机，深化双方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单
边主义非常危险，乌中要加强在联
合国等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乌干达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据新华社西昌 6 月 25 日电
（李国利 杨欣） 6 月 25 日 2 时 9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
46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 21 颗
组网卫星、第二颗倾斜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

据介绍，经过一系列在轨测试
后，这颗卫星将与此前发射的 20
颗北斗三号卫星组网运行，适时提
供服务,进一步提升北斗系统覆盖
能力和服务性能。

这次发射的北斗三号卫星和配
套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
总研制。

据新华社远望3号船6月25日
电（记者刘诗平 李雨泽） 北京时
间 25日 2时 9分，中国在西昌卫星
发 射 中 心 用 长 征 三 号 乙 运 载 火
箭，成功发射第 46 颗北斗导航卫
星。远望 3 号船在南太平洋预定
海域圆满完成卫星发射的海上测
控任务。

火箭升空飞行 20 多分钟后，
作为唯一海上测控点，远望 3号船
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大洋深处及
时发现并成功捕获目标。两套船载
航天测控设备迅速接收到火箭遥测
参数，同时对火箭及卫星开展测量
工作，并准确向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送数据。

记者在海上测控现场看到，整

个测控过程持续约 9分钟，海上测
控为火箭三级二次关机、星箭分离
等一系列关键动作提供了有力测控
支撑。

远望 3号船是我国第二代远洋

航天测量船，主要担负对火箭高中
低轨卫星、飞船等目标的海上测控
通信任务。这次海上测控是远望 3
号船今年第二次执行北斗型号任
务。任务完成后，远望 3号船踏上

归程。
今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5 日出航

期间，远望 3号船圆满完成了天链
二号-01 星和北斗三号 IGSO-1 卫
星两次海上测控任务。

我国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远望3号船圆满完成卫星发射的海上测控任务

6月25日拍摄的远望3号船海上测控的雷达天线。 （新华社发）

新华社 6 月 25 日全文播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
传部关于表彰第九届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全党上下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 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为表彰先
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公务员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
伍，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决
定，授予徐敏等 192 名同志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授予
中关村管委会创业服务处等 98
个单位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称号。受表彰个人享受省部
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

《决定》强调，这次受表彰的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是公务员
队伍的优秀代表。他们坚定理想
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
为，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了突出业
绩，展现了公仆本色，赢得了人民
信赖。广大公务员和各级公务员

集体要向受表彰的全国“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学习，像他们那样，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旗帜鲜明讲政治，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真心对群
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坚决贯彻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勇于担当、敢于斗
争，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精一行，在实践中砥砺品质、
增长才干；依法用权、怀德自重，永葆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持之以恒改作
风、树新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希望受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
体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发扬成绩，
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表彰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决定

这是6月25日无人机拍摄的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塔台。

当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
塔台通过竣工验收并整体交付使
用 。 西 塔 台 被 誉 为 “ 凤 凰 之
眼”，未来将担负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 70%以上的飞机起降指挥任
务。 （新华社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塔台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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