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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8位新任
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9月的北京，金秋送爽。人民大会堂北
门外台阶上，礼兵分列两侧。号手吹响迎
宾号角，新任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沿着
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北京厅。在“北京鸟
瞰”图前，使节们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书，
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 这8位新

任驻华大使是： 南苏丹驻华大使杜库、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多明戈斯、多米
尼加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维托、斐济驻华大
使坦吉萨金鲍、 智利驻华大使施密特、德
国驻华大使葛策、塞拉利昂驻华大使恩多
马希纳、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

习近平欢迎各位使节来华履新，请
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
有关机构领导人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

愿。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和地区的
良好关系，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各国
关系，愿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
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
调合作。 希望使节们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为增进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人民友
谊、促进互利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和机构领导
人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 表示各国高度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深化同中国的互
利合作，造福各自人民和世界人民。他们
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 愿致力于推动各
自国家和地区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
使节们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 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峰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讲话和中非合作新举措。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上述
活动。

栗战书会见金正恩
转交习近平总书记亲署函

据新华社平壤9月9日电 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平壤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栗战书首先转达习近平对金正恩的亲切问候并转交亲署
函。习近平在亲署函中指出，朝鲜建国70年以来，在金日成同志、
金正日同志和委员长同志坚强领导下， 朝鲜党和人民奋力推进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当前，委员长同志正
带领朝鲜党和人民， 全面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 致力于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金正恩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和朝鲜党、政府
都将坚定不移地传承并尽全力发展朝中友谊。 当前朝鲜正在
实施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希望学习中方的丰富经
验，进一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国的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朝方坚持朝美首脑新加坡会晤共识，并为此采取了措
施，希望美方采取相应行动，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组

分赴30个部门和单位
开展督查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按照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
总体安排，在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
地督查的基础上，9月10日，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国
务院30个部门和单位，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情况开展实地督查。

这次实地督查将按照“一部一策”的方式，聚焦影响政
策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对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情况进行全
面对标对表。同时，针对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堵
点、梗阻和瓶颈问题，尤其是前一阶段对地方督查中发现的
典型问题以及各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围绕深化“放管
服”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督促有关部门举一反三、立行立
改，加快完善政策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违规乱收费名目繁多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 截至今年6月

底， 我国道路货运经营业户643万户，全
国营运货车1368万辆， 道路货运行业从
业人员超过2100万。随着油价上涨、运费
持续压低等， 货车司机的利润空间不断
被压缩，一些司机靠超载来获取利润，而
公路执法不规范、 违规乱收费的现象也
屡见不鲜。

各地督查组在暗访中了解到， 物流
公司和货车司机最烦恼的就是一些莫名
的罚款。

甘肃省兰州市某运输公司反映，公
司的危化品专用罐式运输车走经公安交
警部门批准的行车路线却被处罚， 因同
一原因在同一路段累计违章达80余次。
该公司本拟行政复议， 但因行政复议期
限为60天，而部分车辆又临近年检，只好
无奈认罚、被扣分。

督查组在陕西省彬州市暗访时发
现，312国道南沟、大佛寺、彬旬3个路段
设冲洗站， 强制收取过往货车治污降霾
车辆冲洗费。 洗车过程历时不过5秒，司
机直接从窗口递出20元钱， 接过一张收
据可驶离。有司机反映，除了本地车不强
制收费，对于其他大货车，不管车辆是否
干净、是否空车，也不管车上的货物能否
沾水，一律都要进站洗车收费。

接到督查组反馈的问题后， 彬州市
政府表示立即整改， 马上拆除洗车收费
站，将收取的费用上缴财政，同时对其他
地方进行彻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公路执法不规范以罚代管
有货车司机向督查组反映， 少数地

方监管存在乱执法、选择性执法的现象，
只要交“保护费”包月或者送礼就能免于
处罚。

重庆市丰都县的货车司机反映，运
输砂石车辆不加盖篷布就要被环保部门
处罚， 而加盖篷布又要被丰都县交通执
法部门处罚， 横竖都要被处罚， 无所适
从。此外，“罚一次管一年”成为当地不成

文的规定， 货车司机的罚单甚至成为全
年免于处罚的“通行证”。

督查组在天津宝坻区史各庄超限检
测站暗访发现， 路政部门对违规超载的
货车司机进行罚款后放行， 没有按规定
卸载超重部分。

督查组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发
现， 当地以矿产品税费监控管理中心的
名义违规收取超限治理费。 不论车辆是
否超限， 均由煤矿按车型向拉煤的货车
司机代收30至50元， 超限车辆缴费后就
不再处罚，也不用按规定卸载超重部分。
金沙县政府表示， 将违规收取的费用清
退给相关煤矿企业， 再由企业全部清退
给运输车主。

车辆年审年检存猫腻
2017年， 交通运输部等十三个部门

印发了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行动计划， 提出了物流业降本减负10件
实事，其中包括加快“两检合一”政策落
地、有效杜绝重复检验检测、切实降低道
路运输经营成本等。

督查组在暗访中发现， 一些地方的
货运车辆年检“一次收费”没有落实，有
中介机构违规代办货运车辆年检， 仍然
存在检测站与非法中介牟利的问题。

督查组在武汉市一家汽车综合性能
检测站暗访时发现， 在正常的检测费用
之外，只要按车型大小支付相应费用，小
车200元左右、货车400元左右，可以保
证车辆通过年审， 新车检测也可以通过
中介办理。

中介人员声称， 无论车辆环保及性
能是否真正达标， 只要司机按照车型大
小支付相应费用， 他们可以保证车辆通
过年审。司机反映，如果不通过中介，即
使新车检测也要拖上两三天， 不如多花
几百块钱通过中介办理方便。

督查组暗访时发现， 安徽省滁州市
一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站对货运车辆
年检年审仍是“二次上线、二次检验、二
次收费”。货运车辆做营运证年审，需要
分别接受车辆安全技术检验、 综合性能

检验， 各收费290元、200元。 检验合格
后， 车主凭加盖车辆检验有效期章的行
驶证及综检合格报告单， 去交通运输运
管部门进行营运证年审盖章。

督查组在内蒙古赤峰市赤峰九天机
动车检测站看到， 该检测站未公示所有
检测价格。经了解，车主必须在检测站购
买每米30元的反光带， 才给予机动车检
测。

督查组在陕西米脂县暗访发现，当
地交通运管部门强制营运货车二级维护
上线检测，并将其作为年审前置条件，且
不得异地办理。接到督查组反馈后，当地
全面停止强制收取二级维护费用， 并开
始全面排查。

办证费时费力
跨省大件运输需要办理“超限运输

许可证”。 作为深入推进交通运输行业
“放管服”改革的举措，2017年，跨省大件
运输并联许可系统上线联网运行， 大件
运输企业可以全程网上注册申报， 为物
流企业减负。

不少企业向督查组反映， 目前大件
运输行业还需要多次审批、多次等待。在
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证时，审批过程慢、办
理时效各省不统一， 时常出现拖延不批
的情况， 导致很多急需运送的设备卡在

途中无法正常通行。
一家主要从事风力发电设备大件

运输的企业负责人说， 申请超限运输
许可证， 需要在起运地先载货， 再上
传照片至网上申报系统， 审批时间一
般需要10天至15天。“等待审批时一天
的压车费用达到2000至3000元。”这位
负责人说。

督查组在走访中发现， 个人无法顺
利办理货车运营许可证， 大量个体货车
司机被迫挂靠到办有运营执照的物流企
业。一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他们公司挂靠
了1300多辆大货车， 每辆货车每年须缴
纳2000元的管理费， 再加上保险等费用
就得交1万多元。

督查组了解到， 货车司机取得普通
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后， 每年还要进行
年审，每两年要参加培训，一次培训缴费
200多元， 有的司机要从外地赶回来参
加，费时费力。货车司机普遍反映，设置
从业资格证门槛， 增加了经济成本和时
间成本。

武汉的一名货车司机通过微信“我
为大督查提建议”小程序留言，建议国家
尽快取消普通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制
度， 仅保留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制
度，减轻货车司机负担。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习近平接受8位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国务院大督查剑指公路货运市场4大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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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违规乱收费名目繁多、公路执法不规范以罚代管、货运车辆年检猫
腻多、办理从业资格证费时费力……近期开展的国务院大督查，针对公
路货运市场乱象深入各地明察暗访，了解货车司机的“苦与痛”，同时对
督查中发现的一些乱收费、乱执法行为当场“开药方”，立查立改。

新华社发

� � � � 9月10日，命名为“雪龙2”号的我国首艘自主建造极地
科学考察破冰船在上海下水， 这意味着我国极地考察现场
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新突破。图为“雪龙2”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