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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受到海
内外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依法治国”的会议主题。法治中
国，并不仅仅是庙堂之论，而是与
每个公民休戚相关。法治建设，人
人受益；法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开。

在宪法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制
定现行有效法律 200 多件，行政法
规 700 多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近 9000 件，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些法律法
规，看不见摸不着。事实上，法律
法规无处不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
老病死，已成为保障公民合法权
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
神”，在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以设想，没有物权法，公民
维护私产权利的盾牌是否能够硬
气；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7 天
无理由退货”会有多少商家响应；
没有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和取消劳
动教养制度，还会有多少侵害公民
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得不到纠正。

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深得人
心。一部部法律法规，彰显了我国

立法理念从注重维护公权、便于行
政，逐步转变为重视规范公权、保
障私权、尊重人权。从这个意义出
发，法治中国的前行，还会带来更
多公民权利的保障。

法治是安邦固本的基石，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
明，法治昌明，社会清明；法治不彰，
乱国殃民。对此，我们有着深刻的
历史教训，社会失序的痛苦也难以
忘记。正因如此，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攻坚期，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更显
出其极端重要性和顶层战略意义。

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
同，建设法治中国，每个公民不能
袖手旁观。公民不仅是法治中国
前行的受益者，更应该是参与者和
推动者。要知法懂法、信法守法，
也要敢于用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对从国家到地方
开门立法的过程，还要说实话说真
话，让每一部法律法规都能最大程
度地汇集民意民智。

法治中国，正在路上。十八届
四中全会必将不负众望，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立下一座新的
里程碑，让每个公民都能从这次前
行中获得更多公平与正义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法治中国与每个公民休戚相关

要避免“设计沦为权力的奴隶”，袁奇
峰说，城市规划就必须科学、民主，不能谁
官大谁说了算。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论
证，让专业人士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
规划设计的“家长制”。

一些官员口中流行的“我的城市”“我
的 GDP”“我的财政收入”现象，实际上是
把主政的一方当作自己的私产，想怎么来
就怎么来。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
主任阮仪三教授说，一个城市的整体建筑
风貌和设计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必须
确保规划设计的权威，不能换一届领导就

换一套思路，这样才能保持整个设计的延
续性，也能避免一些突兀的奇奇怪怪建筑
的出现。

汤国华说，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反映
出奇奇怪怪的心理。我们回看一些历史建
筑，其实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和国外现代的
东西结合得很好的建筑，是很多中国设计
师留学归国后把外国的现代建筑理论与中
国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建筑风格，无论从建
筑和审美角度都是一场大革命。今天，我
们急需要来一场去权力化、回归建筑本身
的复兴运动。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0日电）

从“秋裤楼”到“马桶盖”各地奇怪建筑不断涌现

别让城市地标成为“权势地标”

——山寨媚洋。今年 5月，石家庄市一
文化园仿制“狮身人面像”，结果引来“正版”
拥有国埃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一些
地方甚至仿制整个城市。广东惠州近乎“克
隆”了奥地利村庄哈尔斯塔特，杭州市郊的

“天都城”则以“巴黎”的面貌出现。
——贪大贪高。中国各大城市兴起一

场向天空突破的竞赛，除一线大城市天际
线被陆续刷新外，二三线城市也热衷“攀
高”。有调查数据显示，全球 300 米以上的
超高层建筑目前在建的 125 座，其中 78 座

在中国。
——“洋设计师”的试验场。一些奇奇

怪怪的建筑即便是在欧美也很难被允许付
诸建造，而国内一些城市为“标新立异”却
求之不得。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已成国
际设计师的试验场。

——短命。近日，广州市耗资 8 亿元
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 4 年时间，即因
为城市建设需要“推倒重来”。2014 年 8
月，投资 2.7 亿元的云南省河口的“边境明
珠”在完工 3 年后被拆。

当下国内建筑设计领域求高、求大、求
洋、求怪、求奢华的设计之风，实际上是一种

“价值判断失衡”。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
表示，这样的建筑，已经被异化成为一个满
足功利需要的超尺度装置艺术，成为“欲望
指南针”和“虚荣标志”。

建筑之外，城市公共建筑首先附加了当
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深圳一个入
行十年的建筑设计师告诉记者，建筑设计行
业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行指导内行”。

“山寨建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地
方当政者比较低的文化修养，盲目崇拜外

国的古典主义建筑。但是，这些人并没有
了解到外国建筑史是如何发展的，对我国
自己的建筑历史发展也缺乏了解。”广州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汤国华说。

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
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称自己在广州遇到了“规
划之神”——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地方
规划部门人员虽然拥有专业知识，但更高一
级的规划委员会由党政领导主持。中山大
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说，一些地方
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
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山寨媚洋、贪大贪高，奇怪建筑“四宗罪”

领导成总规划师 设计师沦为画图工具

防规划设计“家长制” 权力之手莫再伸

香港和澳门问题是殖民主义
国家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
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
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
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中
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
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
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
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从
中国实际出发，充分考虑香港、澳
门和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
高度的灵活性。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运
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向来访的英国
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
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
场。经过中英两国政府历时两
年的正式谈判，1984年12月19
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
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将于 1997年 7月 1 日对
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7 年 7
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在香港升起，中国对香港恢复
行使主权，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
回到祖国怀抱。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0日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部署，10 月底
前全国 POS 机将关闭芯片银行卡
降级交易，芯片卡支付将告别刷
卡，迎来插卡时代。从明年开始，
经济发达地区新发行以人民币结
算的银行卡应为芯片卡，磁条卡将
逐步停发。

作为磁条卡的升级，芯片银行
卡不仅在安全性上有很大提升，而
且具有更便捷丰富的功能。央行
从 2011 年开始推广芯片卡，虽然
存量银行卡中芯片卡只占两成，但
新发银行卡中芯片卡已占到了九
成，全国 99.6％的 POS 机和 99.5％
的 ATM 机完成了接受芯片卡插卡

支付改造。
央行明确要求，下一步，各家

商业银行要在 12 月底前完成改
造，关闭其他线下渠道终端上的此
类降级交易。明年起在经济发达
地区及重点行业领域新发行的、以
人民币为结算账户的银行卡应为
芯片卡。

原 有 磁 条 卡 仍 可 正 常 使
用。央行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
在 经 济 不 发 达 地 区 仍 然 允 许 磁
条 卡 发 行 。 对 存 量 巨 大 的 磁 条
卡，将采取自然淘汰的方式，逐
步 引 导 商 业 银 行 开 展 磁 条 卡 更
换芯片卡工作，不会影响磁条卡
的使用。

明年起磁条卡逐步停发

10月20日14时3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遥感卫星二十二号送入太空。遥感卫星二十二号主要用于
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及防灾减灾等领域。 新华社发

遥感卫星二十二号发射成功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浙江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②石家庄狮身人面像

③苏州金鸡湖畔的“东方之门” ④云南省河口的“边境明珠” 资料图片

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2014年

十八届四中全会

2012年 十八大
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
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7年 十七大

2002年 十六大
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997年 十五大 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16字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
依法治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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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裤楼”到“马桶盖”，近年来，奇怪的建筑不断在各

地涌现。一些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的

“建筑地标”，实则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

■新华时评

综合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
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10 月 21 日进
行的对话，将于当天下午 6 时在黄
竹坑医专举行，为期约两小时，其
中将预留 90 分钟，用作双方讨论。

主持会面的岭南大学校长郑
国汉表示，双方会先有 5 分钟表述
立场，之后有 90 分钟讨论，最后每
方有 10 分钟总结。

郑国汉期望双方可作简短及
多轮发言，每人每轮用 3 至 5 分钟
回应、补充及提出新问题。作为主
持，他会让双方有充分发言机会，
集中焦点交换意见。他强调自己
将不偏不倚，公正主持，同时希望
与会者珍惜机会，提出重点，令会

议产生正面作用。
20 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

振英返回行政长官办公室办公。
此前一段时间，由于“占中”人士堵
塞行政长官办公室外的龙和道，梁
振英只能改在礼宾府办公。

据悉，香港高等法院接纳的
士小巴团体与中信大厦业主的入
禀，于 20 日颁布临时禁制令，禁
止“占中”人士占据旺角道路，阻
碍龙汇道及添美道交界的中信大
厦的 3 个出入口，同时禁止阻碍
清除障碍物。这意味着“占中”人
士如果继续占据禁制令中提到的
道路，将有可能面临严重的民事
及刑事责任。

香港特区政府与学联
今日举行两小时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