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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方略确立的历程

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违规干预教科书选用

本报北京10月23日讯（记者
宗河）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为加
强中小学教科书管理， 规范教科书
选用工作，适应各地教育教学需要，
教育部日前印发《中小学教科书选
用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明确，教科
书选用应当坚持适宜性， 符合本地
中小学教学实际；坚持多样化，满足
不同地区的需求；坚持公平、公正，

保证选用过程规范、有序。
《办法》 规定， 中小学教科书选

用单位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确定， 并成立教科书选用委
员会， 由课程教材专家、 教研员、 中
小学校长和教师等组成， 一线教师不
少于1/2， 教科书编写人员、 出版发
行人员不得进入该委员会。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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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教育“虚火”开一剂退烧药 医者卢光琇的多面人生 6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号召，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
实践，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公报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 于2014年10月20日至
2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中央委员199
人，候补中央委员164人。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列席了会议。 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
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
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习近平就 《决定
（讨论稿）》 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致认为，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国际形势错综
复杂， 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 中
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一中、 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牢
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保持战略
定力，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作，
注重从思想上、 制度上谋划涉及改革发

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
的战略性、 全局性、 长远性问题。 中央
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创新宏观
调控思路和方式， 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
展难题，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基本完
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坚定不
移反对腐败， 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 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打开新局面。

全会高度评价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研究了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认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会提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
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
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 更好统筹社会力量、 平衡社会利
益、 调节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使
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
然有序， 实现经济发展、 政治清明、 文
化昌盛、 社会公正、 生态良好， 实现我
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更好发挥
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全会强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
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党的领

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 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依法维
护人民权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
国家安全稳定，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会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
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
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形成完善的
党内法规体系，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
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

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
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
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
本的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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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
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
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题中应有之义。 （下转第三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
举行。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刘延东会见瑞典客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记

者 刘华）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23日在京会见了瑞典卡罗琳医学
院院长哈姆斯滕一行。

刘延东积极评价卡罗琳医学院
在医学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杰出成
就， 对其为促进中瑞两国医学教育

和研究所作贡献表示赞赏， 希望该院
进一步扩大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交往与合作， 为中瑞友谊和人类健康
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刘延东还向
客人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
中全会以及中国教育、 卫生领域的发
展情况。

坚持依法治国 推动教育发展
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国教育系统引发强烈反响

本报10月23日综合消息 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今天在北京闭幕， 审议通过了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总目标、 重大任务， 在全国教育
战线引发强烈反响。

“作为以法律、 法治为最高信仰的
法律人， 我为之感到振奋！” 中国政法
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解志
勇难掩激动， “全会特别强调了法律的
实施和执行， 有些提法超出了我本人的
想象， 一些制度设计也是首次提出， 意
义重大。” 解志勇还特别注意到， 全会

提出， “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
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 完善职业保
障体系”。 “这对法学专业的学生而
言是利好消息， 也有助于政法人才的
职业化和专业化， 更有利于推动依法
治国大业的实现。” 解志勇说。

“全会提出依法治国， 是彻底的
观念上的转变。”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校长窦桂梅说， 从以人为本到依法治
国， 是在尊重人的前提下， 通过公平
的法律机制， 让国家法律制度逐步完
善， 让人民有法可依可循。 窦桂梅认
为， 在信息化时代， 依法治国是推进
社会发展的基础， 体现了社会的进

步， 真正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权益。 比
如， 《义务教育法》 确认并保障了适龄
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未
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了家庭、 学校、 社
会、 司法等各有关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的
责任。

海南省教育厅党组组织全厅党员干
部认真学习，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校长李芳伟
说， 学校这些年坚守海南贫困山区， 当
地黎苗百姓法律意识普遍得到提高。 很
多村民通过学习， 懂得依法解决土地纠
纷， 这些办学成就充分体现了法治的力
量。 三亚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陆丹说，

坚持依法治国， 将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保驾护航。 这是中国梦实现的基础和希
望。

今天晚7点， 西北师范大学师生在
教室、 食堂、 宿舍收看了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 该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王开国一直关注
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动态，他说：“作为一
名大学生志愿者，我希望国家的志愿服务
体系更加健全，也期待能够出台相应的法
律制度，保障每一名志愿者的权利，让志
愿者更加有尊严， 让志愿服务环境变得
更美好， 让志愿精神在法治社会更加得
到弘扬。”（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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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
会议。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