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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欧
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 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留学
人员的关注与热议。据中央统战部透露，《意
见》 是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 （留学
人员联谊会） 建设的首个文件。

明确性质定位

做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意见》首先明确了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
谊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归国留学人
员为主体自愿组成的、统战性的群众团体，是党
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和纽带、党和政府做好
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
副会长王辉耀介绍说，欧美同学会已经有100多
年的历史，是一个有品牌、有影响、对留学人员有
成熟的服务和管理经验的组织，除了北京和上海，
现在已在全国铺开。“留学人员在国家发展中是特
需的人才资源，此次中央印发《意见》，说明国家对
国际人才、留学人员的重视达到了新高度，是中国
持续保持开放、广纳天下英才政策的延续。”

“ 《意见》 的出台，使欧美同学会发挥作
用的舞台更大了，而且职能发挥更加有效，职
能范围更加明确、更国际化。”欧美同学会基金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海峰表示。

理顺管理体制

确定领导、牵头、支持部门

《意见》 规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

统战部门牵头，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
育、科技、外专等有关部门和方面共同支持欧
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 开展工作的格
局。

《意见》还规定，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
谊会） 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央统战部代
管。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
会城市应当建立留学人员组织，由同级党委领
导，并作为上一级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
会） 的团体会员，接受其业务指导。

李海峰表示：“以后统战部门协调整合各方
资源，联系指导欧美同学会工作就更有力度
了，留学人员工作就能全国一盘棋了！”

强化多重保障

创造有利工作条件

《意见》强调，在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政
治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为欧美同学会 （留学
人员联谊会） 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意见》

明确了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 应当成
立党组，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对此，欧美同学会理事、留美分会副会长
刘兴燕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通过提供务实
的保障，将有利于留学人员尽快熟悉国内的政
治、经济、社会背景，实现多元化的‘再培
训’，更好发挥其海外学习经验、国际视野的优
势，更好地参与国家建设。”

据统计，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
404.21 万，归国留学人员已达 221.86 万。据欧
美同学会秘书长张学军预计，按此增长幅度和
速度推算，到2025年中国留学人员数量将突破
千万。

张学军表示，面对这样的群体规模和发展
趋势，党中央高度关注。《意见》明确了全国留
学人员组织的建设体系和发展方向，满足了更
多留学人员加入组织的需求，为团结和凝聚广
大留学人员提供了有力保障。贯彻落实好 《意
见》，是欧美同学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头等
大事和重要任务。

中央首次出台文件中央首次出台文件 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设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设

为留学人员架桥筑家为留学人员架桥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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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是中
国留学海外各国归国同学自愿组成的人民
团体。

欧美同学会于 1913 年 10 月在北京成
立，目前在全国拥有近8万名会员，设留
意、留法、德奥、留英、中东欧、留加、

留苏、留美、瑞士、北欧、拉美、留日、
澳新、朝韩、东南亚和南亚等15个国别分
会以及商会、“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
企业家联谊会等分支机构，在全国主要省
区市有30家团体会员，并与主要留学国家
的100多个留学人员团体建立密切联系。

链接▶▶▶链接▶▶▶ 欧美同学会欧美同学会

浙江省首家专为外国创业者服务的外国人创业就业中心，在各国跨境电
商汇聚的杭州市下城区跨贸小镇成立近3个月来，除了提供双向的选择平台之
外，还会提供签证咨询、政府政策学习等服务，为外国人在中国创业就业

“筑巢”。据悉，浙江省有超过2.5万留学生，他们大部分选择在杭州求学、创
业、工作。图为外国创业人员在该中心开会。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外国创业者杭州追梦

据新华社成都8月 4日电 （记
者余里、陈健）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的雌性大熊猫“喜豆”，4日凌
晨在雅安碧峰峡基地顺利产下一对
双胞胎大熊猫宝宝。其中，第一仔为
雄性，体重 181.7 克，第二仔为雌性，
体重220克。这是该中心历史上双胞
胎大熊猫中体重最重的。经专家初步
检查，两只宝宝各项生理指标正常。

据介绍，通常，大熊猫宝宝刚
出生时体重一般在 150 克左右；双

胞胎熊猫宝宝的体重通常是一只较
重，一只较轻，体重同时超过 180
克的双胞胎比较罕见。因此，这对
新出生的大熊猫宝宝是大熊猫界名
副其实的“巨婴”双胞胎。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
碧峰峡基地动管部副部长罗波表示，
近年来，保护研究中心不断优化大熊
猫饲养管理方案，对待产的大熊猫精
心照料。新生幼仔体重的提高，说明
熊猫妈妈身体健康，营养充足。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齐
中熙） 记者4日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获悉，中国公司正式拿下埃塞俄
比亚至吉布提铁路 （亚吉铁路） 运营
权。这一非洲首条现代电气化铁路将
由中国中铁与中土集团组成的联营体
共同运营。

亚吉铁路起自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终点是吉布提港，全长
751.7 公里，全线采用中国二级电气
化铁路标准施工，设计时速 120 公
里，总投资约 40 亿美元，由中国中
铁和中国铁建负责施工。

亚吉铁路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首次
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

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是中非优势
产能合作的示范性项目，对“一带一
路”倡议在非洲东海岸门户区域的落
地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2015年8月，埃塞俄比
亚铁路公司和吉布提铁路公司经过协
商组成联营体公司，正式对铁路运营
管理进行招标。中国中铁与中土集团
组成联营体参与竞标，经多轮评选，
击败包括欧洲多个发达国家在内的竞
争对手成功中标。

亚吉铁路正式运营后，将极大提
升运送效率，改变当地客货运输方
式，使当地的客货运输从 100％依赖
公路转变成70％依靠铁路。

本报杭州 8 月 4 日电 （记 者
江南）“中欧互认互保”——西湖龙
井茶 （龙井茶西湖产区） 地理标志
产品国际化运用试点 4 日在杭州启
动。这意味着西湖龙井茶拿到了

“欧盟通行证”。
“中欧互认互保”是中国国家质

检总局与欧盟委员会共同推动的
“10＋10”地理标志互认互保项目。
该项目明确，中方指定的10个产品

可获准使用欧盟地理标志产品官方
标志，并受欧盟 28 个成员国保护。
西湖龙井茶成为获准与欧盟互认互
保的地理标志产品之一。

在试点启动仪式上，首批试点
企业展示了新设计的“欧盟原产地
保护”标识和新的西湖龙井茶叶包
装。新标识左侧为欧盟标志，右侧
二维码涵盖生产商、产品介绍、生
产工艺等信息，并全部配有中英文。

大熊猫双胞胎“巨婴”降生大熊猫双胞胎“巨婴”降生

中企获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运营权

西湖龙井茶获“欧盟通行证”

新华社天津8月4日电 4日12时许，天津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周世锋颠覆国家政权案
一审当庭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周世锋犯颠覆国
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周世锋当庭表示，判决体现了法律的公正
性，服从判决，认罪悔罪，不上诉。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周世锋长期受反华势力
渗透影响，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
思想。2011 年以来，周世锋作为北京锋锐律师事
务所主任，以该所为平台，纠集少数“死磕”律
师和一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专门选择热
点案件、事件进行炒作，多次在网上网下发表颠
覆国家政权的言论，组织、指使该所行政人员吴
淦、刘某新等，通过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
攻击国家法律制度、利用舆论挑起不明真相的人
仇视政府等方式，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期间，周世锋与胡石根、
李和平、翟岩民等人密谋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提
出系统化的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方法和步骤。此
后，周世锋强化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继续组
织、指使吴淦、刘某新等人，通过上述方式，进
一步实施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传唤证人黄某群等出
庭作证。公诉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询问了证

人，宣读了证人证言，出示了书证、电子数据，
播放了视听资料。公诉人、辩护人对证据进行了
质证。被告人及辩护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均无
异议。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涉嫌
犯罪的根源是否受反华势力影响，被告人属于策
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的组织者还是一般参加者，
是否有坦白情节和悔罪表现等，充分发表了各自
的意见。

周世锋在最后陈述中说，法庭的判决将是公正
的，我认罪服法。我为了律师事务所和自己的私利，
造成社会不稳定，对社会带来了隐患，通过今天的
庭审，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自己的行
为给党和政府带来的危害，表示深深忏悔。

法庭审理查明，周世锋在律师执业过程中，
因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司法体制不满，逐渐产生对
抗、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2011 年以来，周世锋
多次在网上网下发表言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煽动对抗国家政权；以北
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网罗并指使一些具有
颠覆国家政权思想的律师、律师事务所行政人
员，通过代理案件，炒作热点案事件，抹黑司法
机关，攻击国家司法体制，煽动仇视国家政权；
勾结非法宗教活动成员、职业访民、少数律师和
其他人员，共同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提出颠覆国

家政权的策略、方法、步骤，实施了一系列颠覆
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危害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法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周世锋犯颠覆国家
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
成立。根据周世锋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业律
师、各界群众代表以及境内外媒体记者 40多人旁
听了庭审。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庭庄严肃静，秩序
井然。

据介绍，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
被告人周世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16年6月2
日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移送审查起诉。
经依法指定管辖，检察机关于6月3日告知被告人
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
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因案情重
大、复杂，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十五日。7月 15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将本案起诉至天津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周世锋委托的2名律师多次会见周世锋并
查阅全案卷宗。开庭前，法庭召集庭前会议，就
审判有关问题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组织控辩双
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机
关充分保障了周世锋及其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周世锋案一审当庭宣判 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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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湘西凤凰古城迎来取消大门票后的首
个暑期旅游高峰，大批游客前来观景游览。 傅建斌摄 （人民视觉）

中国邮政定于8月5日发行《第三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1
套 2 枚，邮票内容分别是“女子排球”和“男子接力”，全套邮票面值为
2.70元。图为工作人员展示纪念邮票。 郝群英摄 （新华社发）

中国邮政发行奥运纪念邮票

本报北京 8月 4日电 （魏薇、
李秀莹、刘婷） 4 日，迪士尼自然
动物大电影 《我们诞生在中国》 在
京举办了全球首映发布会。影片由
迪士尼联手 SMG 尚世影业共同打
造，集结顶级跨国制作团队历时 3
年完成，填补了中国自然动物电影
的空白。影片运用最先进的拍摄技
术，引领观众走近神秘的自然保护
区，讲述了大熊猫、雪豹、金丝猴

3 个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家庭的暖心
成长与生命轮回的故事。

《我们诞生在中国》使用全实景
拍摄，首次通过大银幕呈现中国珍
稀野生动物的真实生活和独树一帜
的自然风貌，被誉为迪士尼年度

“动 物 三 部 曲 ” 最 终 章 。 影 片 从
2014年起横跨春夏秋冬四季在中国
全境拍摄，筛选后的素材长达 350
个小时。

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