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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11月16日至17日

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

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

工作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要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有效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綜合利用立

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鬥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

用法治維護國家主權核心利益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加快工作戰略布局

央視
快評

會議強調，習近平法治思想內涵豐富、論述
深刻、邏輯嚴密、系統完備，從歷史和現

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
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麼實行全面依法治
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順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
代要求應運而生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馬克思
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面
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全黨全國要認
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
握核心要義、明確工作要求，切實把習近平法治
思想貫徹落實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
李克強主持會議。栗戰書、汪洋、趙樂際、韓

正出席會議。王滬寧作總結講話。

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習近平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進全面依法治
國要重點抓好的工作提出了11個方面的要求
（見表）。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
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系統研究謀劃和解決法
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
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
人民安居樂業。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
路，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要堅持在法治軌
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只有
全面依法治國才能有效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
性、規範性、協調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
識。

讓城鄉更安寧群眾更安樂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治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
設。要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要繼續推進法治領域改革，解
決好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領域的突出矛盾
和問題。公平正義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要深化
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強司法制約監督，

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讓人民群
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加快
構建規範高效的制約監督體系。要推動掃黑除惡
常態化，堅決打擊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讓
城鄉更安寧、群眾更安樂。

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模範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

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協調推進
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要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
式，有效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綜合利用立法、
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鬥爭，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尊嚴和核心利益。要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

法治工作隊伍，堅持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
少數」。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
關於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部署，帶頭尊崇
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斷
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
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
力，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範。要力戒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確保全面依法治國各項任務
真正落到實處。

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場變革
習近平指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

一場深刻變革，必須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加強理
論思維，不斷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取得新成
果，總結好、運用好黨關於新時代加強法治建設
的思想理論成果，更好指導全面依法治國各項工
作。
中央宣傳部、生態環境部負責同志，北京、

上海、浙江、廣東4省市黨委全面依法治省
（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作交流發言。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領導同志，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
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有關
領導同志等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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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要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要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

◆要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要堅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要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要堅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

◆要堅持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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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強調，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麼實
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
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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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樣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發
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昨日介紹，面對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共建「一帶一路」合
作呈現十足韌性。截至目前，中國已經與
138個國家、31個國際組織簽署201份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世

界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對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帶來新的挑戰。
孟瑋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當日召開的新聞發
布會上說，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助力外
貿外資基本盤穩定。今年前三季度，中國
與沿線國家貿易進出口總額9,634.2億美
元，雖然同比下降1%，但增速比全國整體
水平高0.8個百分點。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
直接投資達 130.2 億美元，同比增長
29.7%，高出全國整體增速 32.3 個百分
點。

中歐班列逆勢增長
中歐班列逆勢增長。截至11月5日，今

年中歐班列開行達10,180列，已超過去年
全年開行量，運送貨物92.7萬標箱，同比
增長54%，往返綜合重箱率達98.3%，運
輸網絡持續拓展，已通達歐洲21個國家、
92個城市。今年以來，共運送醫療物資近
800萬件，共計6萬多噸，成為中歐之間抗
疫合作的「生命通道」，為維護國際供應
鏈產業鏈穩定提供了重要支撐。
與此同時，一批重大項目取得新進展。

中老鐵路全線隧道實現貫通，中泰鐵路一
期線上工程合同達成一致，雅萬高鐵建設
實現節點目標，匈塞鐵路匈牙利段項目
EPC主承包合同正式生效。巴基斯坦拉合
爾橙線項目運營通車。
健康絲綢之路也取得新突破。疫情暴發

以來，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
極履行國際義務，發揮全球抗疫物資最大
供應國作用，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
供力所能及的物資和技術援助，已向15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280多批緊急抗
疫物資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14日，習近平總
書記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從「要加強生
態環境系統保護修復」到「要堅持全國
一盤棋思想，在全國發展大局中明確自
我發展定位」，再到「打造區域協調發
展新樣板」，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
「央視快評」指出，總書記立足長江流
域的各種比較優勢和資源環境承載能
力，統籌流域經濟社會布局，為推動長
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指明了重要思路和
方法路徑，對構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的長江經濟帶發展新格局、讓母親河永
葆生機活力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快評認為，打造區域協調發展新樣板

首先要堅持觀念先行、思想先轉、思維
先變。長江沿線各地區要按照中央關於
長江經濟帶「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
戰略定位，準確把握「共抓大保護、不
搞大開發」的工作思路，以生態修復和
環境保護約束下的經濟發展作為共同目
標，凝聚長江大保護的最大公約數，形
成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快評進一步指出，長江生態環境保護

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打破行政區劃界
限和壁壘。一方面要按照全國主體功能
區規劃要求，建立生態環境硬約束機
制，加快構建綜合治理新體系，統籌考
慮水環境、水生態、水資源、水安全、
水文化和岸線等多方面的有機聯繫，推
進長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庫、左右岸、
幹支流協同治理；另一方面，又要加快
健全完善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
制，激發沿江省市保護生態環境的內在
動力，讓保護修復生態環境獲得合理回
報，讓破壞生態環境付出相應代價。

快評最後強調，打造區域協調發展新
樣板尤其要把握好整體與個體的關係。宏
觀規劃上，要把需求牽引和供給創造有機
結合起來，推進上中下游協同聯動發展，
着力優化長江經濟帶產業布局，完善全域
系統的產業鏈供應鏈，推動跨區域產業聯
動循環發展，在流域內打造經濟利益與生
態利益共同體。具體實踐中，沿線地區又
要在各自發展過程中結合所在的區位條
件、資源稟賦、經濟基礎，找準方向和定
位，實現錯位發展、協調發展、有機融
合，有效避免同質化發展。

國辦：防耕地「非糧化」守住糧食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
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防止耕地「非
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以下簡
稱《意見》）。該《意見》指出，採取
有力舉措防止耕地「非糧化」，切實穩
定糧食生產，牢牢守住國家糧食安全的
生命線。
《意見》強調，要充分認識防止耕地
「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重要性緊迫
性。堅持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作為「三
農」工作的首要任務，切實把握國家糧
食安全主動權。堅持科學合理利用耕地
資源，將有限的耕地資源優先用於糧食
生產。主產區要鞏固提升糧食綜合生產
能力，產銷平衡區和主銷區要保持應有
的自給率。
《意見》提出，要堅持問題導向，堅

決防止耕地「非糧化」傾向。明確耕地
利用優先序，永久基本農田重點用於發
展糧食生產，特別是保障稻穀、小麥、
玉米三大榖物的種植面積。一般耕地應

主要用於糧食和棉、油、糖、蔬菜等農
產品及飼草飼料生產。加強糧食生產功
能區監管，把糧食生產功能區落實到地
塊，引導種植目標作物，保障糧食種植
面積。穩定非主產區糧食種植面積，產
銷平衡區要着力建成一批旱澇保收、高
產穩產的口糧田，保證糧食基本自給；
主銷區要明確糧食種植面積底線，穩定
和提高糧食自給率。

禁止佔用永久基本農田行為
《意見》提出，有序引導工商資本下

鄉，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從事良種
繁育、糧食加工流通和糧食生產專業化社
會化服務等，對工商資本違反相關產業發
展規劃大規模流轉耕地不種糧的「非糧
化」行為，一經發現要堅決予以糾正，並
立即停止其享受相關扶持政策。嚴格規範
永久基本農田上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禁止
佔用永久基本農田從事林果業以及挖塘養
魚、非法取土等破壞耕作層的行為，禁止

閒置、荒蕪永久基本農田。
《意見》要求，要強化激勵約束，落

實糧食生產責任。嚴格落實糧食安全省
長責任制，要將防止耕地「非糧化」作
為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考核重要內容，
嚴格考核並強化結果運用，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切實承擔起保障
本地區糧食安全的主體責任，穩定糧食
種植面積，將糧食生產目標任務分解到
市縣。堅決遏制住耕地「非糧化」增
量，同時對存量問題摸清情況，分類穩
妥處置。

■■上月上月，，收割機在黑龍江省綏濱縣鑫源水稻種植專業收割機在黑龍江省綏濱縣鑫源水稻種植專業
合作社的耕地裏收割水稻合作社的耕地裏收割水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