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批复同意
《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纲要》的颁布对于加快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推进
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
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纲要》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联
防联治。三是推进产业对接合作。四是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格局。五是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六是统筹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域
结合部，包括京津冀辽鲁晋蒙等7省市区，是我国最
具综合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 在对外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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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
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
会，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等领导人和国际组织
负责人总结南南合作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
计。南非总统祖马、埃及总统塞西、赞比亚总
统伦古、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厄瓜多尔总
统科雷亚、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巴基斯坦
总理谢里夫、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萨摩亚
总理图伊拉埃帕、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丹
麦首相拉斯穆森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
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
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1974年邓小平先
生在联大会议发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40多年过去了，
中国虽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仍然是发展
中国家，对南南合作仍然重视如初。 中方倡
议召开这次圆桌会，就是希望推动南南合作
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习近平指出，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
合自强的伟大创举，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
团结互助的合作，帮助我们开辟出一条崭新
的发展繁荣之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
量提升，南南合作必将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崛
起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持久、平衡、包容增
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就新时期南南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致力于探索多元发展道路。 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我们要坚定信心，坚持走自主选
择、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彼此分享治国
理政成功经验，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挖掘增
长潜力，破解发展难题，增进人民福祉。

二要致力于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我
们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推动经贸、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环保等领域合作齐头并进，提高发展中
国家整体竞争力。

三要致力于实现务实发展成效。 我们
要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为突破口，发挥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等新机制作用， 集中力量做成一批具有
战略和示范意义的旗舰和精品项目， 产生
良好经济、社会、环境效应，为南南务实合
作增添动力。

四要致力于完善全球发展架构。我们要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巩固多边贸易体
制，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实现发展授权，

扩大同发达国家沟通交流，构建多元伙伴关
系，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

习近平宣布，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
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
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
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
中心。未来5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
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
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中国将设
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并向世界卫生组织

提供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
圆桌会气氛友好热烈。 与会各发展中国

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感谢中方召集这
次圆桌会， 完全支持习近平关于南南合作的
主张和倡议。他们纷纷表示，中国正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
展峰会和此次南南合作圆桌会宣布的一系列
重大务实举措，是中方重视南南合作、支持南
南合作、贡献南南合作的具体行动。南方国家
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 南南合作已
经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补充。 同时联合
国应当加强对南南合作的支持。

习近平会见潘基文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习近平强调，各方都期待联合国在又一个10年

里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应该
借鉴伊朗核问题有益经验，坚持对话和谈判，推动有
关地区热点问题解决。 期待联合国持续推进全球发
展事业，用好在促进发展问题上的政治和道义优势，
加大发展领域协调和投入， 在发展问题上继续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历史
和道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期
待联合国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引导作用。 联合国是
国际反恐合作最理想的平台， 会员国要认真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和联合国大会全球反恐战略，
多措并举打击恐怖主义。

习近平强调， 中国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
于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当代国际秩序， 将一
如既往继续支持联合国，深化同联合国合作。

潘基文欢迎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
问联合国。 潘基文表示，中国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
是联合国议程不可或缺的伙伴。 中方长期以来对世
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对促进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妥善
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习近平主席
今天上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再次宣布了一系列支
持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举措，令人鼓舞。中方的支持对
联合国十分重要。 联合国期待着同中国在推进发展
议程、解决有关地区热点问题、顺利完成气候变化新
协议谈判等领域加强合作。

习近平分别会见罗马尼亚
和孟加拉国领导人

据新华社纽约9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
日在纽约会见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

习近平强调，中罗两国传统友好。双方要讲求实
效，全面拓展两国务实合作。 我们愿同罗方一道，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合作，推动有关重点项目建设取得进展。双方要继续
深化人文交流，推动旅游、文化、艺术、出版等领域交
流合作，夯实中罗友好民意基础。

约翰尼斯表示，新形势下，罗方积极致力于深化
罗中关系，期待着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经贸往
来，推进人文交流。

据新华社纽约9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
日在纽约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

习近平指出，中孟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中方视孟加拉国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重要合作伙
伴，愿同孟方保持高层交往，拓展贸易、产能合作、能
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 双方还要保
持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中方愿为孟
方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支持。中方重视孟方为
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将同
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走廊建设早见成效。

哈西娜表示， 孟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孟经济
社会发展给予的帮助。孟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文领域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下合作。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

把南南合作事业推向更高水平

“清新”过节风气成
“点状”四风暗流涌

9月2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 新华社发

收的是高档白酒，用的是破旧瓶子；送
的是贵重礼品，说的却是“一串密码”……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伴随着从中央纪委
到各地方部门相关禁令的落地， 奢华礼品
减少、月饼价格亲民、干部作风良好，社会
风气“清风拂来”。但与此同时，“节日病”悄
然变种，在某些领域呈“点状”分布的“四
风”问题依旧“暗流涌动”。

签承诺书定死标准
“清新”过节动真格

县领导签廉洁过节承诺书， 纪委监察
局联合公安、 公车办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
巡回全县开展明察暗访……这是湖北省孝
昌县针对“两节”采取的反腐措施。

当地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暗访组深
入机关、学校、企业、酒店等单位场所，查出
问题将从重处理，“做到真查真纠真有效，
及时处理曝光，劲吹节日清风”。

不仅要从个人层面承诺， 还从强化监
督和制度建设层面给出保障。 中央纪委监
察部9月16日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紧紧盯住
中秋、国庆两个节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深入推进纠正“四风”工作。 杭州市作风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年底杭州市纪委就
联合财政局等单位，对考核、奖金等福利发
放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 出台文件对考核
奖金额度的限制给出了“死标准”。

对腐败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严厉惩
处的尺度不松，让今年的节日市场显得更加
清新。 记者在上海、武汉等城市实地走访发
现，月饼价格更“亲民”，“吃喝送”的“浮夸风”
得到遏制，企业送礼常遇“闭门羹”……

“节日税”借互联网“隐身”
权钱交易“分期回报”

虽然节礼更加节制， 但钻空子的人却
更“暗流”涌动。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禁令
当前，不少地方上演“遮礼戏法”，各种隐蔽
手法仍让“四风”问题有所“回潮”。

———过节要交“特种税”，借助互联网
“隐身”。 今年年初，曾有企业家致信称，每
到中秋等节日， 还是要在个别城市向相关
官员“打点”，被称为“特种税”。而记者调查
发现，这种“节日税”仍然存在，甚至通过

o2o（从线上到线下）这样隐蔽的方式进行。
———双方不见面，只需报“密码”。不同

于以往的购物卡、有形礼券，不少电商、“微
商”平台推出了不记名的“电子礼品卡”。只
需一个序列号或密码， 送礼人和接收人根
本不用见面。 杭州一家经营虫草和玉石的
微商告诉记者， 对方提供相应的密码口令
就能顺利提走上万元的虫草。

———贵重白酒“旧瓶”装，吃喝“老板”来
买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政府部门办
公室主任提到，“过去是看包装讲‘排场’，现
在反过来，普通玻璃瓶装来的‘简装’白酒反

而是价格不菲的‘特权专属’。 ”
“过去是吃‘公家’，如今只能吃‘老

板’。 ”一位处级干部透露，八项规定之后，
有权有势的干部就把目标盯上了过去找自
己办过事、扶持起来的“老板”们。

———开发票存多重“猫腻”，奢侈品变
办公品。发票是报销的凭证，尤其是涉及到
公款送礼，如何开发票更是存在“猫腻”。北
京、天津、上海的多个奢侈品品牌经营者均
表示，发票可以“换装”，以办公用品等为名
开具票单， 高档服装品牌还能开出“工作
服”等类目，瑞士著名手表品牌亦可将发票
开成“维修费”或者“配件”。

既死咬“节礼”不松口
更要“事前监管”源头抓
随着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

进，如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体制机制？ 受访专家和基层纪检干部认为，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化监管体系、依法加
强惩处警示力度，形成常态化工作方法。

在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座谈会
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指
出，要用好责任追究这个利器，加强监督检
查，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对顶风违纪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中秋国庆
“曝光专区”，截至9月23日，已累计通报257
起，问题涉及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福利奖金、
公款旅游、违规收送节礼、大操大办婚丧喜
庆、公款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等，起到了震
慑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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