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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致电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
恩·侯赛因，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奎达
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
国俾路支省奎达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
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国人民对巴
基斯坦人民遭遇的不幸深表同情。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受
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
以强烈谴责。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巴
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
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所做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最新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31个省区市耕地面积维
持20.25亿亩，全国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国土资源部10日公布 2015年度
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国 31 个省区市耕地
20.25亿亩、园地2.15亿亩、林地37.95
亿亩、牧草地 32.91亿亩、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4.71亿亩、交通运输用地 0.54
亿亩、水域及水域设施用地 4.90 亿

亩。2015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明
显放缓，全国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新增建设
用地总量较上年下降292.8万亩，降幅
27.4%，下降明显；各地使用往年批准
土地148.4万亩，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相
当于当年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近
20%。各地严格保护耕地，积极落实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耕地保护数量与
质量并重，取得积极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0日电 作为
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
的核心工作，一份凝聚全球工商界智
慧的政策建议报告已撰写完成。8月
10日，记者从B20在京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报告提出 20 项政策建
议，将在 9月初的 B20峰会上正式向
G20领导人峰会递交。

据介绍，今年B20就“创新增长方
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
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
式发展”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形成了
《B20政策建议报告》，为G20出台全球
治理方案建言献策。

在创新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方面，
报告建议实施G20智慧创新倡议，加
快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发挥多
边发展银行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作

用，发展绿色投融资市场，借力数字化
手段发展普惠金融。

就推动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
理，报告建议优化金融监管以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加强
国际税收合作协调，加大国际反腐合
作，提升商业环境透明度。

为实现强劲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报
告建议强化多边贸易体制作用并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加快批准并落实贸易便
利化协定，支持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倡议
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融
入全球价值链，改善全球投资政策环境。

为促进包容、联动式发展，报告建
议消除结构性障碍以提高青年和女性
就业率，加强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改善
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创新基础设
施建设方式，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0日电 俄罗斯总
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9日在圣彼
得堡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修复两国关系。俄
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冰封了半年多的外交关
系开始转暖。

分析人士认为，来自西方的压力及俄土
各自的切实需求，为两国“和好”提供了契
机。预计两国关系在近一段时间内会从多
方面得到加强并产生明显效果，但从长期来
看，俄土关系中的一些微妙方面不会消失。

开启修好进程

普京与埃尔多安在会谈后联合会见了记
者。普京表示，此次圣彼得堡会谈对于俄土关
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需要优先处
理的迫切问题是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危机前的水
平。埃尔多安表示，双方都有决心、有意愿将两

国关系恢复到去年11月土俄危机之
前的水平，甚至超越这一水平。

普京和埃尔多安在会见中着
重讨论了在经贸领域恢复两国关
系的一揽子规划。俄方决定，解除
对土农产品及轻工制品输俄的禁
令，恢复俄游客包机赴土旅行，考虑
恢复对土耳其访客实行的免签证
制度。此外，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土
领导人宣布“土耳其流”天然气管
道建设第一期项目将于近期开工。

现实推动土俄走近

事实上，近几个月来在土俄高
层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两国关系
持续改善。俄科学院中东研究中
心研究员哈吉耶夫指出，7月发生
的未遂政变，陡然提高了土当局对
美欧的警觉。在权衡各种利害之
后，土当局认为与俄改善关系是摆
脱困境的首要步骤。

而从经济领域看，土耳其也迫
切需要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自去
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双方在经济合
作大项目、金融、外贸、跨境运输等
方面的往来陷入停滞。总的来说，
是双方的务实需求促使关系复位。

分歧依然难消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土俄正在
彼此走近，但两国关系的修复还有
几块巨石。

首先叙利亚问题是俄土关系
危机的主要根源。土耳其执政当
局不愿看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继
续执政。而俄罗斯则始终强调巴
沙尔政府的合法性。

在处理“伊斯兰国”问题方面，
俄罗斯严防其在叙利亚彻底“坐
大”扩散。土耳其则不然。此外，
俄土在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等问题
上的战略利益也不一致。

据新华社太原8月 10日电 北京时
间8月10日6时55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将高分三号卫星发射升空。
这是我国首颗分辨率达到1米的C频段多
极化合成孔径雷达（SAR）成像卫星。

高分三号卫星是我国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
的研制工程项目之一，能够全天候和全
天时实现全球海洋和陆地信息的监视监
测，并通过左右姿态机动扩大对地观测
范围、提升快速响应能力，将为国家海洋
局、民政部等用户部门提供高质量和高
精度的稳定观测数据，有力支撑海洋权
益维护、灾害风险预警预报、水资源评价
与管理、灾害天气和气候变化预测预报
等应用，有效改变我国高分辨率SAR图
像依赖进口的现状，对海洋强国和“一带
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高分三号卫星是我国首颗设计使用
寿命 8年的低轨遥感卫星，能为用户提
供长时间稳定的数据支撑服务。

就巴基斯坦发生重大恐袭事件

习近平向巴总统致慰问电

全国耕地面积维持20.25亿亩

B20提出20项政策建议

为G20出台全球治理方案献策

我国首颗高分辨率低轨遥感卫星高分三号成功发射

可全天候对海洋陆地监测成像

迫于现实需求走近 修复之路任重道远

俄土关系转暖容易突破仍难

8月10日，移动支付系统启动仪式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举行。当日，全国铁
路首个统一收银平台的移动支付系统在上海虹桥火车站成功上线，上海虹桥火
车站的100多家门店，以及上海铁路局开行的20趟京沪高铁列车同时开通支付
宝支付、微信支付、银联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 新华社发

8月9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巴西参议院，联邦最高法院院长里卡多·
莱万多夫斯基（右）主持会议。巴西参议院10日凌晨进行了针对总统罗塞夫弹
劾案的第二轮投票，以多数票通过特别委员会经修改后的弹劾报告。罗塞夫将
在本月底接受参议院的最终表决。 新华社/埃斯塔多社

全国铁路首个移动支付系统上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涵盖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法治

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

实践布局等各方面，深刻回答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构建怎样的体系、

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古今中外

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得出“法治兴则

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的结论，提

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

矩”这一重大命题。总书记从战略全

局高度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设

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

我们党对法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有了新飞跃。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在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和落实。

在“四个全面”中，改革和法治如鸟之

两翼，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辩证统

一，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

向前发展。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只有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

规范作用，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

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

好。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重要论述的一条最鲜明红线。

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这

条道路，就要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社会主

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就要在实践中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只有在党

的领导下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才

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

才能有序展开。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将保障人民

权益作为根本目的。近年来，从疏通

“民告官”渠道，到依法治理劳动保障、

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民生难题，再到

依法纠正呼格案、陈满案等一批冤错

案，无不体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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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追求，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

民对法治的信心和信仰。人民权益靠

法律保障，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用

公正司法凝心聚力，使广大人民群众

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自觉遵守者与坚

定捍卫者，就能汇聚起法治建设的磅

礴力量。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

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统筹

兼顾、把握重点、整体推进。从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

推进的总体思路，到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工作

布局，从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到建设高素

质法治队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协

调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只有运用

好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在共同推进

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才能形

成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

良好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

8月9日，在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俄罗斯总统普京（右）和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握手。 新华/法新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巴西参议院第二轮投票
通过总统弹劾报告

起诉书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启
动刑事审判程序性文书，对证据的分
析论证、归纳说理、量刑建议等改革，
既增强对犯罪的有力指控，也是对法
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督。

民权县检察院完善工作机制，
依法有序推进起诉书改革，探索出
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该院做法
是：建立内部协作配合机制，成立了
由检察长任组长、主管副检察长任
副组长的起诉书改革领导小组，研
究制定了关于起诉书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起诉书释法说理的案件范
围、释法说理起诉书的格式及范本
等。整合公诉、未检、检委会办公
室、案管中心等部门力量，及时处理
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外部

沟通协调机制，制定公诉案件庭前
协商办法，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功能，
就拟进行起诉书释法说理的案件，
及时与主审法官、被告人的辩护人
沟通联系，充分交换意见，力争达成
共识。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制定公
诉人学习培训办法，采取集中培训、
个人自学、召开座谈会、邀请专家授
课等形式，提高公诉干警的法律素
养，适应起诉书改革的新需求。

目前，该院制定了关于起诉书改
革内部管理办法，引入竞争激励机
制，对每位办案人员制作的起诉书，
公诉部门实行周点评、月抽查、季小
结，奖优罚劣，及时总结，提高了公诉
干警的执法水平和能力。

（晓辉 花梅）

民权检察：
依法规范有序推进起诉书改革

8月9日，沈丘县首座新能源充
电站正式通电启用。今年沈丘县
创建文明与卫生城市，对老旧燃油
公交车进行升级换代，购进80余部
电动能源汽车。为加快充电设施
工程，沈丘县供电公司优化电力设
施选址，组织精干技术人员开工建
设，为客户安装一台800千伏安变
压器，敷设地下电缆110米，有力保
障了电动公交车站用电需求。该
项目建成满足 20台电动汽车同时
充电。这座新能源车站年用电量
将达3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29吨，二氧化硫19.3吨。

（赵腾明）

沈丘首座新能源
充电站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