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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
《准则》） 框架文件在中国－东盟外长会
上顺利通过，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
努力的外交硕果。它表明各方有智慧、
有能力妥善管控好分歧，制定出共同认
可的地区规则。这不仅对维护地区的和
平稳定意义重大，也为“一带一路”倡
议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战略形成对接创造
了良好的合作氛围。

《准则》框架的通过来之不易。
进入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南海局

势不断升温，争端相关国利益冲突加
剧，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地区和
平受到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
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启了 《准则》 磋
商。

然而，在多轮高官会与联合工作组
会议举行期间，南海仲裁案闹剧愈演愈
烈，美日等域外国家不断加大干涉南海

事务力度，使得中国—东盟的磋商进程
受到很大干扰。

所幸东盟国家在南海局势尤其是仲
裁案问题上的立场，虽有所摇摆但仍然
能够自我克制。同时，中国海上实力不
断增长但从未放弃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
政治意愿。正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直接
对话与磋商是处理南海问题的唯一有效
路径，才能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排除干
扰，求同存异，促使《准则》框架达成。

《准则》框架达成是中国与东盟国家
安全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中国来说，《准则》 框架的达
成，展示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政治意
愿与大国形象，南海局势趋稳向好，更
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外部环
境。对于东盟而言，《准则》 框架的达
成，满足其自身安全关切，再次体现东
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尤为重要

的是，《准则》框架的达成，有利于将亚
太安全合作更多聚焦于日益增长的、更
具现实威胁的恐怖主义问题。

未来，《准则》 磋商仍然任重道远，
挑战不断。

王毅外长在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结
束后，业已提出关于推进 《准则》 磋商
的“三步走”设想。第一步，11 国外长
共同确认 《准则》 框架，并宣布在完成
必要准备工作后，于年内适时启动下一
步实质磋商。第二步，在 8 月底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会上探
讨 《准则》 磋商的思路、原则和推进计
划。第三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在
没有外界重大干扰和南海形势基本稳定
前提下，由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在 11
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启
动《准则》下一步磋商。

事实上，这向前跨进的每一步都并

非易事。从近日外媒对 《准则》 框架的
说三道四与挑拨离间不难看出，域外国
家绝不会轻易放弃对 《准则》 磋商进程
的干扰与破坏。不仅如此，出于维护本
国既得利益与约束中国的意图，个别东
盟国家在未来 《准则》 磋商中也可能不
断制造麻烦。

因此，中国与东盟未来需要更多的
外交智慧与战略定力，求同存异，增进
互信，只有如此，才能够共同维护南海
地区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关华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王文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李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
里求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孙
功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孙树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摩洛哥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李立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摩洛哥王国特命全权
大使。

四、免去邱学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
张益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纳米比亚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

五、免去田学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

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林松添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六、免去陈育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桂从友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
使。

七、免去吴元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
命梁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民族玻利维
亚国特命全权大使。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日致电彼得·奥尼尔，祝贺他连任巴布亚新几内
亚政府总理。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自 1976 年建交以
来，中巴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在政治
上相互尊重，在经济上互利合作，在多边事

务中彼此支持。中巴新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太平洋岛
国 地 区 的 稳 定 与 繁 荣 。 我 期 待 同 你 一 道 努
力，深化中国同巴新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
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更好造
福双方人民。

共 同 维 护 南 海 稳 定 局 面
■ 张 洁

7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年，是党和
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 5年。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
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统筹推进。

最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

谈到依法治国，习近平强调最多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根
本问题，必须讲清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
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
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
验。”习近平认为这一论断抓住了党和法关系的要害。

要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还要站在“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高度去看。2015年 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
研讨班上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
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落实好全面依法治国，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

法律是最大最重要规矩

习近平指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
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这 5 年的实践证明，要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
纳入法治化轨道。无论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进一步扩
大开放，无论是保障边境地区安全稳定，还是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各领域的法制建设都必不可少。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
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
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
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
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 5 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得以解决。国
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取得重要进展，文化、社会、环境保护
等方面立法得以加强。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条作出解释说明，有利于保障“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的正确贯彻实施。今年 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彰显法制建设
的进步……

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理念。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也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之下。

彰显公平正义，需要公正司法。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依
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
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机关则是群众看党风政风的一面镜
子。如果司法不公正，就难以让人民群众相信政法机关，从
而也不会相信党和政府。

彰显公平正义，还要严格执法。同时，推进依法治国，
更要在全社会营造信仰法律的氛围，鼓励全民守法。

未来，中国仍将继续以依法治国为依托，提升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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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李克强电贺巴新总理连任李克强电贺巴新总理连任

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揭幕

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

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纪念品仪式。图为
俞正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纪恒一同为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揭幕。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飞抵呼和浩特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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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8月7日电（记者李刚） 今天是大亚湾
核电站开工建设 30周年纪念日，记者从中广核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位于深圳大亚湾核电基地的岭澳核
电站 1号机组自 2005年 3月 26日以来，连续 12年以
上无非计划停机停堆，截至2017年8月7日，已连续
安全运行达 4146天，连续安全运行天数位居国际同
类型机组世界第一。

大亚湾核电基地拥有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
站一期、岭澳核电站二期共 6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
组，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轻水压水堆核电基地。其中
大亚湾核电站首台机组于 1987年 8月 7日开工建设，
距今已整整30年。自1994年首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以来，大亚湾核电基地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机
组运营业绩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据世界核营运者协会 （WANO） 指标显示，岭
澳一期 1 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 4146 天，比排名第二
的法国机组领先 15个月时间。此外，排名第三的是
大亚湾核电站 2 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 3026 天。全
球前三甲中，大亚湾核电基地占据两席，显示了该
基地世界一流的运营水平。

岭澳核电站1号机组

安全运行4146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