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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5日电（记者吴乐珺）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5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马来西
亚最高元首哈利姆。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马方巩固传统友
谊，挖掘新的合作潜力，充实中马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时代内涵。

李克强指出，中马在应对马航 MH370 航
班失联事件中始终保持密切协作。希望马方继

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做好相关后续工作，中方
将提供必要帮助与配合。

李克强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奉行加强同东
盟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政策。马来西亚是第
一个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明年将担任东盟
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马方共同推进中国－东
盟关系和东亚合作，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
定与发展。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
致电唐纳德·图斯克，祝贺他当选欧洲理事会
新一届主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欧盟都处在
各自发展的重要阶段，中欧合作面临重要机
遇。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不仅符合双方
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繁荣。中方高度
重视中欧关系，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同欧
方一道努力，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

明四大伙伴关系，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北京9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
日致电唐纳德·图斯克，祝贺他当选欧洲理事
会新一届主席。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当前中欧关系发展
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入。中方相
信，通过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欧关系和中国
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将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本报北京9月5日电（记者彭波） 中共中
央、全国人大常委会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
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
下，我们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毫不动摇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
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
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
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习
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在中国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
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
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
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
的必然选择。6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
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在新的奋
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
民手中。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
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
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
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
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确保国家发
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努力使每一项立法
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
拥护。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严禁侵犯群

众合法权益。要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拓宽
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抓紧形成不想腐、不
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要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
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推进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各级党委要加强和
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证人大
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

习近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
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
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
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
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
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
讲，才是完整的。（讲话全文见第二版）

张德江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
进，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
心地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
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讲
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工
作中去，坚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好、完善好、
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贡献。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曾担任过全国
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以及中央军委
委员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和香港中
联办、澳门中联办、全国台联主要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基层全
国人大代表和部分在京第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在京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主要负责同
志，首都各界代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
代表，外国和有关国际组织驻华使节等约
3000人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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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张德江主持大会张德江主持大会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
之所以行得通、
有生命力、有效
率，就是因为它
是从中国的社会
土壤中生长起来
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
过去和现在一直
生长在中国的社
会土壤之中，未
来要继续茁壮成
长，也必须深深
扎根于中国的社
会土壤

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

习近平李克强致电祝贺
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

习近平李克强致电祝贺

李克强会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习
近
平
在
大
会
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

新
华
社
记
者

谢
环
驰
摄

习
近
平
、
李
克
强
、
张
德
江
、
俞
正
声
、
刘
云
山
、
王
岐
山
、
张
高
丽

等
出
席
大
会
。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卫
兵
摄

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下）

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下）

第
七
版

9月 4日至 5日，北约第 26届峰会在
英国召开。西方媒体多把这次会议称为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重要的一次峰会，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则称本届峰会是北
约60多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北约认为欧
洲目前被从北非到中东再到乌克兰的

“危机弧形带”包围，北约面临着何去
何从的转折点，特别是如何界定同俄罗
斯的关系。拉斯穆森称，“这届峰会将
重塑未来的北约。”

在本届峰会的议题中，围绕乌克兰
危机，如何处理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最
引人瞩目。峰会之前，西方舆论就如何看
待普京、如何应对俄罗斯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北约副秘书长、美国前驻俄大使弗
什博曾对媒体表示，乌克兰危机从根本
上改变了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显然，
俄罗斯已经宣布以北约为对手，所以我
们不得不开始不再把俄罗斯视为伙伴，
而更多地把它视作对手（adversary）。”

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和俄罗
斯展现出来的相互敌意来说，英文的

“对手”译为中文的“敌手”似乎更能
反映目前西方舆论眼中的普京和俄罗
斯。西方一些舆论建议北约此次峰会正

式将俄罗斯确定为“敌手”。德国 《明
镜》 周刊干脆说，“9月4日，大家会记
住这一天，这天是新冷战的开始。”

说新冷战已经开始恐言过其实。但
现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处于螺旋式下
滑状态却是事实。欧美对俄制裁一再加
码，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一个接
一个。北约要组建新的快速反应部队，向
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北约成员国提供更多
支持，甚至酝酿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在这
种情况下，俄罗斯定会采取相应反制措
施，包括调整军事学说，明确将北约定性
为“敌手”，向欧洲一侧推进前沿军事部
署，中断与北约多方面的合作等。

在作为冷战标志的柏林墙倒塌25年
后的今天，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提议在
2000 公里长的俄乌边界建起一堵隔离
墙。这堵墙今后是否真的会建起来暂且
不论，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隔阂已经加
深了。冷战结束之后，在欧美和俄罗斯
的攻防战中，总体上讲欧美处于攻势，
俄罗斯处于守势。欧美高官经常指责俄
罗斯搞“势力范围”，但在俄罗斯看
来，北约已经推进到家门口。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北约所仰仗的
安全观很多已过时，欧美在乌克兰危机

中扮演的角色远非建设性，欧美和俄罗
斯在乌克兰的拉锯战只会激化危机。西
方一直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但世界从
冷战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同样，如果欧
美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形成新的地
缘政治对峙，进而滑入新冷战，能带给
地区和世界什么好处？

在乌克兰危机乃至欧美与俄罗斯关
系上，欧美和俄罗斯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但最大、最硬的道理应
该是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欧美的综
合实力要大于俄罗斯，对于防止出现新
冷战，欧美负有首要责任。如果号称冷
战以来最重要的北约峰会到头来真成了
新冷战的起点，那将是世界的悲哀，更
将是欧美的败笔。

西方不要催生第二次冷战，以免再
犯历史性的错误。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西方不要催生第二次冷战
■ 贾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