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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清华大学建校 105 周年之际，我向全体师生员工和
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105 年来，清华
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开创了中西融汇、
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形成了爱国奉献、追求
卓越的精神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培养了大
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
了重要贡献。

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我国高
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
人才。站在新的起点上，清华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
德树人、坚持服务国家、坚持改革创新，面向世界、勇于进
取，树立自信、保持特色，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
才，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衷心祝愿清华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习近平
2016年4月22日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
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

自1985年，我国首个普法五年规划面世
以来，普法教育已进入第七个五年规划。从

“一五”到“七五”，30年来，中国公民的法律
意识与法律素质不断提高。

不变：突出学习宪法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
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
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即“一五”普法规划。在
规划所列出的普及要点中，宪法排在第一位。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不难发现，历
次五年规划中，宣传学习宪法始终是我国普
法工作的重头戏。如“二五”规划的整体思路，
是以宣传宪法为核心、普及专业法为重点；

“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继续深入学习宪法”的
主张。刚刚结束的“六五”规划与最新公布的

“七五”规划，也都强调“突出学习宣传宪法”。
在法治宣传教育的对象方面，历次普法

教育，均关照“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
但在强调普及的同时，普法教育也有着很强
的针对性。从“二五”规划开始，领导干部、司
法执法人员等就被列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
象”。如“四五”规划特别强调提高“各级领导
干部的法律素质”。“七五”规划则再次指出，
普法工作“重点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

提升：从普及到提高

历次五年规划工作重点的变化，体现着
从普及到提高的变革。

“一五”规划出台之际，我国正经历着社
会经济的“大转型”，而整个社会的法律知识

匮乏、法律观念不强。“一五”规划，利于在全
社会普及法律知识，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991年，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之际，社会
经济领域的变革亟须从业者提升法律知识
水平。“二五”规划因此重点强调对税务、保
密等专业法律的学习。

1996年，“三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全面
推进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

2001年，“四五”规划适时提出了将普法
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主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
普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六五”规划首
次提出：“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

近日出台的“七五”规划，则期望“依法
治理进一步深化，全民法治观念和全体党员
党章党规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形成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等。

这说明，从“一五”至今，普法工作的重
点已逐渐从单纯的“扫盲”，变成了深入理
解，形成氛围。

创新：用新媒体普法

回顾三十年“普法”之路，其中的“变”与
“不变”，都见证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璋表
示，我们国家的普法工作一直在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现在，“依法治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他认为，“普法教育在法治化进程中起
到了重大作用，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得到了
提升。现在，基层群众产生纠纷的时候，往往
首先想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在解决社
会问题的时候，党和政府也总是把加强法治
建设作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如今，普法工作再次起航。“七五”规划主
要任务有七项，分别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突出
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推进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
治理；推进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和“深入学习宣传党内
法规”，这两点要求与当下全党进行的“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相呼应。其中，深入学习宣传
党内法规，要求突出宣传党章，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尊崇党章；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各项
党内法规等，要求广大党员遵纪守法。

“七五”规划对宣传教育形式的创新也
引人注目。此次规划关注新媒体的重要性，
要求开展新媒体普法益民服务，组织新闻网
络开展普法宣传，更好地运用微信、微博、微
电影、客户端开展普法活动，等等。

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七五”普法规划
必将为“十三五”保驾护航。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22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28 日在
北京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
次例行外长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亚信成立于 1992 年，现有 26 个成员国、
12 个观察员 （国家或国际组织）。截至目前，
已有包括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国和有关国际组
织在内近40个代表团确认出席本次外长会议。

据新华社联合国4月 21日电 （记者顾震
球、冯坚、王凡） 出席《巴黎协定》高级别签
署仪式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2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了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张高丽向潘基文转达习近平主
席、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潘基文请张高丽
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

张高丽表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成
功通过 《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合作应
对气候变化明确了方向和目标，具有历史性
意义。中方高度赞赏联合国和秘书长先生本

人为推动达成 《巴黎协定》 所做工作，相信
高级别签署仪式将对推动 《巴黎协定》 落实
和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提供新动力。
中方一直本着负责任、合作精神和建设性态
度参与 《巴黎协定》 谈判，为巴黎大会的成
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和
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推动 《巴黎协
定》 早日生效和全面实施，积极开展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

张高丽还会见了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问
题特使布隆伯格。

五年一个规划 由浅入深推进

中国普法路走过30年
陈振凯 刘家玮

习近平致清华大学
建校105周年贺信

习近平将出席亚信外长会议开幕式习近平将出席亚信外长会议开幕式

张高丽会见潘基文

4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在结束访问文莱之际举
行 记 者 会 ， 强 调 “ 双 轨 思
路”是解决南海问题最为现
实、可行的办法。

所谓“双轨思路”，即南沙
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
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
“双轨思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倡导

的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宗旨，也完全符
合中国和东盟共同签署并有约束力的《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DOC）》第四款规定，“双轨思路”
是妥善解决南海问题最为现实可行的办法。

遵循“双轨思路”，直接当事方可通过友
好协商，找到彼此接受的解决争议办法，在
此之前还可探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效
管控分歧。中国和东盟则可通过合作，全面
有效落实 DOC，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进程，并进一步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南
海各沿岸国开展合作的新途径。

如果背离“双轨思路”，东盟的整体利益
就会被个别国家的私利干扰甚至绑架，南海
的和平稳定也会因域外国家的借机介入遭到

破坏，这绝不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愿意看到的。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即为背离

“双轨思路”之举。
正如已有分析所指出的，菲无视中菲之

间已经形成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
和菲在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的郑重承
诺，无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机
制和程序的权利。

仲裁无法否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一方面，中国享有的主权权益是
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劳其他国家认
可，也不需通过任何程序来获取合法性；另
一方面，中国已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规定于 2006 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
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
程序。因此，公约不该被利用，作为侵犯中
国主权的工具。

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根源与核心在于，菲
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陆续非法侵占中国南沙
群岛部分岛礁，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争议和随后
产生的海洋权益争议。作为受害一方，中国一
贯从大局出发，坚持和平解决方式，一再强调
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

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中国与包括菲在内
的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其中
明确写有“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
商和谈判”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中方的努
力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一直主张与相关争议方直接谈判。
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与东盟早在 2002
年就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主张各方维
护现状，避免采取武力解决争端。中国在维
护主权与地区稳定方面做出的善举，各国有
目共睹。

当前，菲律宾正处大选季，已有相关方
面和人员开始反思，主张就南海问题与中国
谈判，这种声音显得冷静而理智。期望这种
声音可以多一些。“双轨思路”才是解决南海
问题的正道。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

“双轨思路”才是解决南海问题正道
■ 沈丁立

本报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王俊
岭） 厄瓜多尔当地时间 2016 年 4 月 16
日发生 7.8级强烈地震。记者今天从商
务部了解到，中国技术装备和中国企
业承建的水利工程、路桥、民建项目
以过硬的质量，在此次强震中立得
稳，顶得上，用得好，“中国质量”和

“中国标准”经受住了强震考验，并在
震后救灾中发挥积极作用，赢得当地
民众的称赞。

据了解，中方为厄打造的国家安
全综合指挥控制系统在地震救灾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厄灾区所有的报警、
救援、应急处置、全国救援力的调拨
和协调都是通过该系统处置，保证了
受灾信息及时送达救援部门，大大提
高了救援效率。中方承建并已交付的7
座国家安全综合指挥中心救灾站点，
有4座位于地震重灾区，在强震中依然
正常运转。

与此同时，中方承建的震区内 10
条道路和两座桥梁无任何结构性损
毁，承载了抢险救灾运输的重任，体
现出过硬的工程质量。

本报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吴月
辉） 4月 22日下午国新办举行首个“中
国航天日”及中国航天发展有关情况发
布会，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
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国家航天局局长
许达哲透露，我国已批准立项了火星探
测任务。我国的火星探测器计划在2020
年火星探测的最佳窗口时间发射，一步
实现对火星的环绕和着陆巡视探测。

“我们正在严密地制定工程计划，

争取在 2020 年这个窗口发射探测和着
陆巡视的火星探测器。这对我们是一
个挑战，因为现在能够在火星上着陆
巡视成功的有美国，着陆的有俄罗
斯，我们要能够一步到位，应该说是
一个很大的跨越。”许达哲说。

许达哲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的宗旨，希望与世界各国携
手，共同谱写和平利用太空的崭新篇
章，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厄瓜多尔强震考验建筑水平

“中国质量”展现“硬功夫”

任务批准立项 工程计划制定

中国 2020 年探火星

4月 22日，中国
火炬手在希腊境内的
里永·安蒂里永大桥
上传递里约奥运会火
炬。4月21日，里约
奥运会圣火在希腊西
南部的古奥林匹亚运
动场点燃。

图为“中国帆船
航海第一人”郭川在
里约奥运会火炬传递
中。

新华社记者
金 宇摄

中国火炬手中国火炬手
在希腊传递火炬在希腊传递火炬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22日致信祝贺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
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105 年来，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开创了中西
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形成了爱国奉献、追求卓
越的精神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培养了大批学术大
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贺
信全文另发）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1912年更名为清华
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是我国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
的重要基地之一，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取得了一大批先进科
技成果和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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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乃育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