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2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中
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后的首次中英
总理年度会晤。双方就中英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李克强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八
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
重要部署。 中国继续全面深化改
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将持续释放
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为英国乃
至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英完全可
以实现优势互补，开启两国共同增
长和繁荣进步的新进程。

一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中
国在核电、高铁领域拥有安全的技
术和较高的性价比，两国加强合作
前景广阔，并可共同开发第三方市
场。希望英方继续坚持反对保护主
义的立场， 坚持市场透明开放，保
持投资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中
国资金、技术、设备一视同仁，保护
中国投资者在英利益。

二是加强财政金融合作。中方
将继续按照市场驱动原则支持伦

敦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希望英方
尽早落实从事批发业务的中资银
行在英开设分行，为中国企业在英
上市融资提供更多便利。

三是深化高科技合作。推动科
学与创新领域合作，扩大高科技贸
易，加强航天、海上风电与新能源
研发合作。希望英方扩大高科技产
品对华出口。

四是密切人文交流。希望英方
简化中国游客和商务旅客签证手
续，解决在英中方企业员工签证难
问题。

五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要加强在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等重要国际机制
内的协作，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
系，应对全球挑战。

卡梅伦表示，英方尊重中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西藏是中国
的一部分。英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
强贸易、投资、科学等合作，欢迎中
国企业投资英国核电建设，愿向中
方介绍英国拟建设的高铁项目。英
方还支持欧盟扩大对华合作，推进
欧中自贸区建设。

李克强会晤卡梅伦时强调
实现优势互补 开启共同繁荣

饮水“思”源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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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第九
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2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
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到会祝贺。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华灯齐放，
暖意融融，气氛庄严热烈。来自全国各
地的1100多名归侨侨眷代表和来自
世界各地的近400名海外侨胞特邀嘉
宾欢聚一堂。

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
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声中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受党中央委托，发表了
题为《团结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独特贡献》的祝词，向大会召开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归侨侨眷、海外
侨胞和侨联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李源潮在祝词中说，广大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宝贵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发扬热爱中华、振兴中华的爱国爱
乡传统，抓住祖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机遇，为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为维
护民族团结、推进祖国统一，为传播中
华文化、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友谊作出独特贡献。各级侨联组织要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侨联工作，开
拓侨联工作新领域，积极拓展海外工作

和新侨工作，更好团结服务广大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

第九次侨代会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到会祝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英国首相卡梅伦。

习近平强调，中英都是世界主
要经济体，也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两国关系不仅关系到各
自发展，也具有重要全球影响。 双
方应该登高望远，超越国情、制度
和价值观差异， 加深相互了解，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对方重大
关切和核心利益，增进互信，规划
好中英关系未来，推动两国合作长
期健康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英经济互补性
强、合作基础好、前景广阔。双方加
强合作正当其时。希望英方在对华
合作上更加积极开放，创造更宽松

的环境。两国还可以在改革创新领
域交流互鉴。习近平指出，当前，世
界经济复苏正处在重要关口，国际
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英双方
应就国际事务加强沟通与合作，倡
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
系新理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卡梅伦表示，英方高度重视中
国的成功及英中合作，愿同中方保
持高层交往，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
强对话，加深了解。中国扩大内需，
对英国是巨大商机。英方欢迎中国
投资英国基础设施建设、核电等领
域。英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同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经
济稳定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会见卡梅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近日，
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
《关于严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严禁报刊违规发行的通知》。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正在组织开
展2014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总体情
况平稳有序。 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非党

报党刊搭车发行，一些地方利用行政手
段强行摊派或变换手法隐形摊派，严重
扰乱报刊发行秩序，严重损害新闻媒体
声誉，增加基层负担，干部群众对此反
映强烈。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当前正在
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进一步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加

大违规报刊发行治理力度。
《通知》强调，任何报刊不得采取

提成回扣、赠钱赠物、出国考察、公费
旅游等办法进行推销； 不得搞有偿新
闻或所谓“形象版”扩大发行；不得以
舆论监督相要挟征订； 不得打着领导
机关、领导干部旗号摊派发行；限定发

行范围的报刊不得超范围发行。 各地
区各部门编发的各种内部资料性出版
物严格限定在本单位、本系统、本行业
内部交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从
事经营性活动， 不得公开或变相搞征
订发行，凡有违规收费、登载广告、公
开发行等行为的，一律取缔准印证。

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

严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据新华社长沙12月2日电“浏阳
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
江”， 作为湖南母亲河湘江的一级支
流， 浏阳河以其逶迤秀美闻名于世。
不过，近日记者跟随全国人大“中华
环保世纪行” 采访组实地调研时获
知，浏阳河长沙段污水和清水的比例
已达2：1， 直接威胁湘江航电枢纽建
成后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居民的饮
用水安全。

记者刚到浏阳河长沙段一处排
污口，还没下车，一阵恶臭扑面而来，
而眼前的景象更显“壮观”：污水已形
成“黑色瀑布”从高处奔涌而下，黑水
上漂浮着泡面盒、塑料瓶等生活垃圾。

据长沙市水务局副局长罗国强
介绍，浏阳河长沙段有38个排污口存
在污水直排现象， 目前在枯水季节，
该河段污水和清水的比例为2：1，也
即2分污水才有1分清水，为常规污清
比的6倍。经检测，浏阳河长沙段部分
区域水质常年为Ⅴ类或劣Ⅴ类，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数值均严重超
标，水质安全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更让人忧心的是，湘
江长沙航电枢纽计划于
2014年10月竣工，届时，从
上游已建成的株洲枢纽经
由中游的湘潭市到达长沙
枢纽，整整135公里将渠化
成“库区”。 随着库
区 水 流 速 度 的 下
降， 作为长株潭地
区主要饮用水源的
湘江自净能力相应
降低， 浏阳河的污
染将对长株潭地区
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造成极大威胁。

据了解， 由于
浏阳河长沙段沿岸多处为城乡接合
部和经济开发区，近年来污水处理能
力无法与其随着城市的扩张迅速发
展的状况相适应，造成污水横流。 以

长沙市经济开发区为例，此区每日排
出污水近20万吨，而现有的长沙市经
开区污水净化中心总污水处理能力
仅为12万吨/日。

浏阳河污水横流
38个排污口直排污水威胁下游饮水安全

本报讯 （本报记者 ）11月25
日， 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和台湾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联合主办的第
五届海峡媒体峰会在台北市圆环
举行。来自人民日报、福建日报报
业集团、上海新闻出版局、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大众报业集
团、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联合
报系、民众日报、台湾导报、东森
电视等海峡两岸30多家媒体的负
责人、 媒体学者及从业人员近百
名代表欢聚一堂，围绕“深化媒体
合作 造福两岸民众” 这一主题，
深入探讨两岸媒体在新闻、 经营
等方面务实合作的新途径， 以及
加强两岸媒体产业合作的新思
路。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出
席媒体峰会并表示祝贺。

林中森在致辞时表示， 海峡
媒体峰会举办至今已是第五届，
而且一届比一届办得充实、 办得
好。 海峡媒体峰会也为两岸媒体
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和方向。
林中森说， 峰会所提出的见解和
达成的共识， 为台湾在两岸政策
的制定上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林
中森对峰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由
衷的敬意。

大陆媒体参访团团长、 福建
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蔡小伟在致辞
时说， 媒体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

先导。 2009年以来，由福建日报
报业集团和台湾主流媒体联合举
办的海峡媒体峰会内容不断丰
富， 极大地促进了两岸媒体的交
流合作， 双方的合作从过去的交
换图片、交换版面到合作办刊，从
新闻业务交流逐步扩大到产业合
作。 蔡小伟说，合作、发展是每届
媒体峰会的重要主题， 期待与会
代表集思广益， 探讨两岸媒体互
利双赢的机会， 让峰会结出丰硕
的成果。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平面媒体
事业群副总裁吴根成在致辞时
说， 海峡媒体峰会是两岸媒体重
要的交流平台， 两岸与会媒体不
仅发表了共同深化合作建议书，
更促成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与福
建日报报业集团的深入合作。 吴
根成说，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有幸
参与海峡媒体峰会的举办， 也希
望借由这种积极的交流， 增强华
文媒体的话语权。

与会代表就“两岸媒体深化
合作的项目及空间之探讨”、“两岸
媒体互设常驻机构的必要性与展
望”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

海峡媒体峰会于2009年经国
台办批准举办， 至今已成功举行
四届， 是两岸媒体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

深化媒体合作 造福两岸民众
第五届海峡媒体峰会在台北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确认， 招生就
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接
受调查， 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也被
免职协助调查。这一事件与“名校”“招
生”“被查”等关键词联系起来，引发了
公众对高招问题的质疑。

高招腐败频发
招办“小”权利变“大”特权

对于蔡荣生等人接受调查的原
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并
未透露具体细节，但早有媒体披露，网
上有举报材料反映蔡荣生利用自主招
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

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发文， 重点
防范和治理降低标准违规指名录取考
生、 向考生及家长收取或变相收取与
录取行为挂钩的费用等违规行为。 但
在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
下，高招腐败案件却时有发生。

在一些高校老师眼中， 招办是高
校的“肥缺”。 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
原副厅长、 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
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
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多次非法收
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法
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2012年，辽

宁省招办两名干部因涉嫌收受巨额贿
赂，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几年前，湖
南省也曝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副处
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弄
进”大学。 279万受贿金额中，大部分
为“点招”所得……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
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认为， 高校拥有的

“小” 权利变成了某些人手中“大”特
权。 有限的资源成为了滋生高招腐败
的“阵地”。

价格节节看涨
点招、补录等成“重灾区”

高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 记
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破格补录和调
换专业日益成为高招腐败的三大“重
灾区”，养肥了一批教育贪官，严重危
害教育公平。

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 业内
人士指出， 高校试点自主招生在具体
执行中， 有的异变成为权力和金钱交
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体
专享的优惠。

补录环节多为“暗箱操作”。 一位
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 每年高考
录取结束后， 虽然补录也有最低分数

限制，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监管不够
严，成为权钱交易的另一个重灾区。

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 好专
业。 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兴昌的
众多受贿记录中， 大部分皆与考试录
取、调整专业有关，其第一笔受贿就来
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取了1
万元钱。业内人士透露，调换专业早就
涨价了，少则几万元，多则10余万元。

放开自主权要与责任匹配
透明公开是“良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表示：“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越来越
大，腐败案件也时时曝出。内部指标不
被公开，制度空间缺乏监管，保送加分
暗箱操作，行政权力介入招生，且难受
制约，焉有不出问题之理？ ”

“根除高校招生环节的‘黑幕’，需
‘猛药’医治，良方就是关键信息公开。 ”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表示，
对高校赋予更多自主权利的同时，更要
对其相关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伟萍
认为，“放权”的同时，如何防止贪腐的
发生，需要在操作中进一步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招生办成“肥缺” 自主权变“特权”
———从蔡荣生等人被查看高招“黑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
者2日从中央组织部获悉， 中组部
近日正式开通了“12380”短信举
报平台，形成了信件、电话、网络、
短信“四位一体”的“12380”综合
举报受理平台，主要受理反映违规
违纪选人用人问题的举报。

对“12380”举报平台受理的
违规违纪选人用人问题， 将按照
“实报必查、查实必究、失职追责”
的原则认真办理，以坚决整治用人
上不正之风，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选人用人环境。
中央组织部“12380”举报平

台联系方式：
1、中央组织部“12380”举报

电话：010-12380；
2、中央组织部“12380”短信

举报平台：12380；
3、中央组织部“12380”举报

网站：http：//www.12380.gov.cn；
4、 中央组织部举报中心来信

地址：中央组织部举报中心，邮政
编码：100815。

中组部开通“12380”举报平台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月 2日 电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如今已近一
年。 记者2日从中央纪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获悉，截至今年10月底，各
地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共计17380起，处理19896人，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4675人。

截至10月7日， 中纪委收到中
秋、 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举报917件。今年3月至今，中纪委分
三批通报了2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起到了震慑作用。

八项规定实施一年
近2万干部被处理

据新华社南京12月2日电 无锡
市滨湖区人口计生局2日晚向记者通
报，目前张艺谋、陈婷违法生育的事实
已查实。

据悉， 张艺谋与陈婷生育的三个
子女（分别于2001、2004、2006年在
北京出生），均未取得计生部门批准生
育的证件。 张、陈两人于2011年9月领
取了结婚证。 两人及其子女均长期不
在无锡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江苏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等规定，张艺谋与陈婷生
育的三个孩子均属非婚生育。

张艺谋超生属实
3个孩子均属非婚生育

泰示威者
冲击总理府

据新华社曼谷12月2日电 泰国
反政府集会示威者2日继续冲击总理
府、 曼谷警察局和国会大厦等重要政
府部门， 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再次使
用催泪弹进行阻止。 截至当晚7时多，
示威者未能进入上述政府部门， 陆续
撤回集会场地。

面对严峻的安全局势， 泰国总理
英拉2日发表电视讲话， 承诺将为国
家恢复平静做最大努力。

12月2日， 第九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
岐山、 张高丽等到会祝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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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2日在北京表示，日方口
口声声说始终敞开对话大门， 现在又
公开拒绝对话， 再次暴露日方空喊对
话口号的虚伪性。

据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
典11月29日就中方呼吁中日就有关
防空识别区重叠问题进行磋商一事时
表示， 不接受将钓鱼岛划作中国领土
为前提的对话磋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日在北京表示， 中方就划
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与有关国家保
持着沟通， 希望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合
理安全关切和自卫权予以理解和配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2日在北京表示， 外交
部和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馆将继续
密切关注意大利华商服装厂失火事
件进展，并为当事中国公民和家属提
供必要协助。

据报道，意大利一家华商服装厂1
日失火，造成7人死亡，2人入院，遇难
者及伤员为中国人。

日拒绝对话
暴露其虚伪性

外交部发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