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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中国 4500 米载人潜水器及万米
深潜作业的工作母船“探索一号”科考船结束
首航，在马里亚纳海沟海域执行 84项科考任务
后返回三亚，这标志着我国海洋科技发展史上
第一次万米级深渊科考的圆满成功。

上图：“探索一号”科考船返回三亚母
港。 沙晓峰摄 （新华社发）

右图：科研人员展示从万米深渊获得的海
水样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探索一号”科考船
首航归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
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对各地区各部门政务舆情回应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 进一步明确政务舆情回应责任。
涉及国务院重大政策、重要决策部署的政务舆
情，国务院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涉及地
方的政务舆情，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回应，涉事责任部门是
第一责任主体。对特别重大的政务舆情，本级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指
导、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做好舆情回应工作。

《通知》要求，把握需重点回应的政务舆情
标准；提高政务舆情回应实效，对涉及特别重
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及
时发声，最迟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办印发通知

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

▶马龙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本报南宁8月12日电（记者庞革平） 记者
12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获悉：日前，国务
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广西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
广西沿边开发开放步伐、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
格局的重要举措。

广西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位于广西西

南部，与越南接壤。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
建设，有利于深化与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等方面合作，有利于把广西建设成为我国面向
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
的战略支点，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机
衔接的重要门户，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珠
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和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

广西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获批

本报里约热内卢8月11日电（记者张保
淑） 在当天进行的比赛中，国乒包揽男单冠
亚军，射击队再添一银一铜，击剑队夺得一
银，游泳队又入账两枚铜牌。中国代表团目
前获11金8银12铜，位列奖牌榜第二位。

乒乓国手马龙、张继科会师男单决赛，马
龙以直落4局的横扫之势夺金，晋级“大满贯”。
张彬彬、杜丽分获 50米步枪三姿银牌和铜牌；
击剑队38︰44不敌罗马尼亚队，收获女子重剑
团体银牌；汪顺和史婧琳分别夺得男子 200米
混合泳铜牌和女子 200米蛙泳铜牌。羽毛球拉
开战幕，林丹等众多中国名将获得开门红。

男乒为中国军团再添一金
中国目前获11金8银12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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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马龙 （中）、张继科 （左） 和日本选
手水谷隼在领奖台上。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出笼以来，
日本一直围绕南海问题上蹿下跳、煽风点
火，表演甚至比当事方的菲律宾更激动、
积极。作为一个南海域外国家，日本何以
唯恐天下不乱，见风就是雨呢？盖因其背
后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日本跟随美国于 2010年高调介入南海
问题，其手法大致包括：利用多边场合，
极力炒作南海议题，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
际化；凭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试图打造
日美澳等多边干预南海事务的军事安全体
制；拉拢菲、越等南海声索国，提供防务
装备，助其提升所谓抗衡中国的能力。

日本对南海仲裁结果“念念不忘”，在 7
月亚欧首脑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等场
合，一再宣扬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必须得到遵
守。日本还积极推动美、澳一起拼凑了涉南海
仲裁案的“三国共同声明”。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最近几天跑到菲律宾，再次在南海问题上
说三道四。日本还允诺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
巡逻艇，“为菲律宾强化海上安保提供支持”。

日本搬弄南海是非，主要目的不外有
三：一是战略上与中国“较劲”，不甘心中
国在包括经济、军事等在内的综合实力上
赶超自己，企图把南海问题当成抓手，牵

制中国。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在
南海问题上炒作“中国威胁论”，为安倍政
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扩充
军备等制造借口。三是捞取实利，企图通
过抹黑中国，挑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
盾、对立，维持并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影响。

但日本搬弄南海是非的企图是不会得
逞的，原因同样有三：

第一，日本在南海问题的演变过程中
曾有不光彩的历史。日本在二战中侵占中
国南海岛礁，并非法开采南海资源，在战
败后根据 《开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等国际文书，将包括南海岛礁在内的被侵
占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日本炒作南海问
题，反而提醒世人不忘日本在二战中侵占
中国南海岛礁的不良记录。

第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不良居心
同本地区的潮流背道而驰。菲律宾前总统
阿基诺三世对华采取对抗姿态，已经给中
菲关系造成很大损害。在菲律宾新政府看
来，依旧如此行事将难以为继，只有对话
才最符合菲律宾根本利益。无论菲律宾等
个别南海声索国，还是美日等个别域外国
家，利用东盟等多边场合制造麻烦不会为
大多数东盟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第三，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种种把戏
动摇不了中国捍卫海洋权益的决心。日本
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受到中国坚决反
制，在南海问题上的炒作受到中国有效阻
击。中国有决心也有能力在南海、东海这
一南一北两条战线上同时迎击日本的挑
衅、挑事。

当前，安倍政府把中国当敌手的色彩
过于浓厚，妨碍了日本对地区和世界发展
大势的正确审视和把握，严重损害中日两
国战略互信，损害中日关系，损害东亚地
区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亚太
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并非必然成为战略
竞争对手。中国一直希望日本改弦更张，与
中方一道推动中日关系转圜。日本需明白，
如果执迷不悟，最终必将在地区陷入孤立。
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里也提醒日本，别在南海搅和了！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日本，别在南海搅和了
■ 华益文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
民为本。”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发展的
根本力量。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共
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根本宗旨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 9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根本宗旨、努力造福人民
群众。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核心是“以
人民为中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
予以强调。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
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与中外媒体的见面
会上，便以这样深情的话语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感情。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始终贯
穿于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此后，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多场重要会议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被反复提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掷地有声，引领着中国“十三
五”时期乃至未来发展。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
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
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
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在顶层设计层
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的价值要求，“以人民
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核心。

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一个
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

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
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
会发展各个环节。

事实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矢志不渝的追求；特别是在
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中，始终
贯穿着人民至上、民生为要的价值导向。

比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把“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列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十三五”
规划纲要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必须遵
循的首要原则，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纳
入新发展理念。中共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不能让困难地
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全面深化改革，要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要努力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要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与民众的
血肉联系。

在具体实践中，无论创新驱动、激发活力
的改革举措，还是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
会、两个文明的发展；无论治理环境污染、顺
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的期待，还是注重内外联动
发展、做大蛋糕同时更公平地分好蛋糕……所

有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深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

如何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一个重要方
面和途径就是深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

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要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使全体人民在共建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
昉分析认为。

在蔡昉看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途径，既需要政府
努力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需要建立必要的激励
机制，以最广泛地汇聚民智、最大限度地激发民力，真正做到共
建共享。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需要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深刻把握，更在实践中积极践
行，切实解决民众最关心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实际问题，使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政策措施真正成为替民众
排忧解难、让民众得到实惠的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更
实在地惠及全体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