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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
元，在伦敦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在核电、
能源、金融等领域展开大力度合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次英国之
行，可谓硕果累累。中英双方共签署了数十
项政府和商业间协议， 总额超过300亿美
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中英签署的合作大
单，不仅体现了双方互补优势，更彰显了
双方合作质量不断提升、 合作内涵不断
深化， 也必将为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拓
展新的外部空间。

其一，中英签署多项政府和商业间协
议，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有质量、
更深入的投资关系。比如，此次英方欢迎中
方积极投资参与建设英国新核电项目。

与单纯的买卖关系相比， 投资关系

显然是双方更稳定、更有内涵的合作。英
国媒体评论及主持人马丁·雅克认为，中
国在核能和高铁技术等方面有很丰富的
经验，中国投资英国核电领域，不仅会从
中获得盈利，也能赢得广阔的市场，同时
还有助于两国传统和文化的交融。

其二，这显示了中国更好地统筹“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 但后续发展面临能源资源的诸多制
约。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国
内，也要面向世界，不断提升在全球统筹
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能源需求强劲，进口天
然气逐年大幅攀升。 广泛推广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替代煤炭， 已经成为中国能源结构
调整的重点。 此次中海油与英国石油公司
在两国政府领导人的见证下， 签署了一份
为期20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框架协议，成

为中英能源领域合作的一大亮点。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能源供给需要不

断寻找新的渠道，实行多元化战略，此举
对于确保中国能源长期安全供应、节能减
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其三，在中英合作的不断深化中，中
国必将获得技术、 管理和金融服务等先
进经验，助推自身发展升级。

英国拥有活跃的金融系统和先进的
科学技术， 在能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庞大的外汇储备， 以及有竞争力的制造
业。 此次中英双方在两国外汇市场开展
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 并确定中国建
设银行作为清算行在伦敦承担人民币清
算业务。另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伦敦
金融城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支持国
开行在英国拓展其融资、借贷业务，包括
基建相关投资。

此举使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了实质
的一步， 将提升双方对于人民币在支持
中英以及全球跨境投资中作用的认知和
理解， 并促进中英两国在人民币相关业
务方面更广泛地合作。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
包墨凯说， 中国在伦敦设立人民币业务
清算银行， 这是首次在亚洲以外的地区
确定人民币清算行。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伦敦建
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以长期促进中国经
济增长，使中英两国都受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 中国经济要实现
从中高速到中高端的成功转型， 需要借
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 此次中方大手笔推进
与英国在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
深度合作， 无疑释放出这方面的强烈信
号。 （据新华社伦敦6月1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19日发布消息， 根据中
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 近期，
2013年第二轮巡视的吉林、 山西、安
徽、湖南、广东、云南等6省和国土资源
部、商务部、新华社、三峡集团等4个单
位，已全部公开巡视整改情况。

各被巡视地方和单位针对中央巡
视组反馈的有关案件线索， 逐项核查
处理。同时，进一步加大违纪违法案件
查办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商务
部对2名司处级违纪人员进行行政处
分；国土资源部对5名正局级干部、1名
副局级干部、2名正处级干部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吉林省在巡视组入驻以来
立案1986件，处分2347人；山西省对中
央巡视组移交问题线索办结1320件，
查实597件，处分811人；云南省一季度
立案754件，其中厅级干部8件，县处级
干部51件， 中央巡视组转来的案件线

索中已有8件经查实予以立案；安徽省
1至5月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82
件，其中市厅级干部5件，处分县处级
以上干部76人； 广东省1至5月立案
4039件， 今年以来查处厅级干部严重
违纪问题38人； 三峡集团已按党纪政
纪处理1人，拟另行处理2人；湖南省1
至5月共受理信访举报28063件次，初
核线索2590件，立案2589件，其中地厅
级干部15人。

是否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存
在“四风” 是中央巡视组的巡视重点之
一。 针对巡视组指出的部分干部违规拥
有多套住房、有“索拿卡要、收受‘红包’”
等， 各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拿出了解决方
案。比如，山西丽华苑小区的省级干部住
房被指超标， 山西省委表示要按照中央
要求坚决腾退到位，目前正在加紧落实。
对于超标的省级干部住房， 吉林省则采
取了房改收费，对规定面积以内的部分，

按长春市房改政策执行； 对另外超出面
积， 按省直机关公房出售超面积实行的
房改市场价计价。

防止“带病提拔”、规范选人用人
也是巡视的重要内容。 广东曾因“裸
官”问题被巡视组点名。在此之后，广
东迅速对“裸官”进行摸查和治理，对
866名干部作出了岗位调整处理，其中
市厅级9名， 处级134名， 科级及以下
723名。该省还加大对“带病提拔”问题
倒查和责任追究力度， 目前省委组织
部正对2013年以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人员选拔任用过程开展倒查。 巡视组
曾指出， 吉林省有个别副省级领导违
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对此，吉林通
报称， 在金融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原
副省级干部有3人。其中，1人因个人严
重违纪违法被处理；另外2名领导同志
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和省委决定， 均已
辞去在企业兼任的职务。

中英300多亿美元大单释放三大信号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明金维 吴丛司

中央第二轮巡视晒出整改“成绩单”

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

据新华社郑州6月19日电 记者从河南教育厅获悉，截至
18日晚，经过公安机关积极侦查，河南省高考替考事件已调
查控制了23人， 其中5名学生家长，1名媒体报道中出现的豫
BQW车主兼司机，1名主考、12名监考和4名起中介作用的教
师共17名教师。目前23人中已有9人供述承认涉案。

河南省教育厅通报称，已核实通许县、杞县疑似被替考
生4人，其中，通许县1人，杞县3人。对两县全部监考人员也在
继续排查。据记者了解，当前普通高考评卷工作正常进行，今
年河南省高考录取分数线及高考成绩公布时间不会变动。

据新华社武汉6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武汉警方获悉，引
发全国关注的河南高考替考案件调查工作有了新进展， 警方
已锁定一名参与策划组织的嫌疑人。 这名自称是武汉某高校
“李老师”的嫌疑人系河南人，不是武汉高校教师。

河南省高考替考事件后续：

已控制23人 9人承认涉案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王亮）湖南的排球粉丝们，好消息
来了。“金贵银业杯”2014年中国（郴州）国际女子排球精英赛
将于7月3日至5日在郴州举行，中国、泰国、比利时以及多米尼
加女排将展开争夺。记者今天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本次赛事
票价十分亲民，50元便可一睹中国女排风采。

郴州一直被誉为中国女排的“娘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
女排多次在郴州集训，实现了“五连冠”的辉煌。2013年，郴州
刚刚成功举办2014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亚洲区资格赛，比赛一
票难求，掀起又一轮的排球热。

为更好地回馈广大排球迷， 同时让更多民众有机会近距
离欣赏高水平体育赛事，本次比赛的门票制定十分接地气，分
为50元、100元、150元三档。

中国女排赛程如下：7月3日16时，中国VS多米尼加；7月4
日16时，中国VS比利时；7月5日，中国VS泰国。

国际女排精英赛7月郴州举行
50元看中国女排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
教育副刊》19日公布亚洲大学排行榜，中国内
地共有18所大学榜上有名，比去年增加3所。

排名最高的是位于第五的北京大学，接
下来是排行榜第六位的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
大学排位第二十一，复旦大学排名第二十五。

其他进入排行榜的内地大学还包括：人
民大学（32）、南京大学（36）、浙江大学（41）、
上海交通大学（47）、武汉理工大学（49）、中山
大学（56）、天津大学（62）、武汉大学（64）、华
东师范大学（67）、哈尔滨工业大学（69）、大连
理工大学（79）、湖南大学（81）、同济大学（87）
和西安交通大学（95）。

与去年相比，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和同济大学都是排行榜上的新成
员。 而去年排位第九十九的华中科技大学今
年没能上榜。

内地18所大学
登上亚洲大学排行榜

湖南大学新入选

据新华社雅典6月19日电 应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9日下午乘专机抵达雅典国际
机场，开始对希腊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表示，中希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两国传统友谊
深厚。我期待通过此访巩固两国政治互信，开拓各领域务实合作
的新局面，促进中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同希腊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地方领
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考察
中希航运、文化等合作项目。

李克强抵达雅典
对希腊进行正式访问

新华社南京6月19日电 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18日晚间向社会通报说，当日9时，该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 副行长杨
琨受贿案。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5年至
2012年，被告人杨琨利用其担任中国农业银
行副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
长的职务便利，在贷款、产品销售等事项上为
有关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 先后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079万余元，应以
受贿罪追究杨琨的刑事责任。

被控受贿3079万余元

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杨琨受审

据新华社巴格达6月18日电 伊拉克安全
部队和反政府武装18日继续激烈冲突，政府军
击退反政府武装对伊最大炼油厂的进攻。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军方发言人卡西
姆·阿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安全部
队击退了反政府武装对萨拉赫丁省拜伊吉炼
油厂的进攻，并击毙40名武装分子。

伊拉克反政府武装
对炼油厂进攻被击退

6月19日，在德国南部的马克特谢伦贝格附近的温特斯山，救援人员将救出的洞穴专家约翰·韦斯特霍伊泽抬上直升机。当日，在
探勘洞穴时受伤的约翰·韦斯特霍伊泽在洞内度过了大约274个小时后终于成功获救。 新华社发

受困洞穴11天
德探险家获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
通报了8个新闻敲诈典型案件，进一步推动了“打击新闻敲诈
和假新闻、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19日，记者就专项行动开展的背景、取得的成果等问题专访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

蒋建国说，2013年以来， 新闻报刊领域共受理举报案件
400余件，停办报刊76种，注销记者站49个，注销新闻记者证
14455个， 其中不少是因为涉嫌新闻敲诈和假新闻而受到处
罚。在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方面，已查办“三假”案件
258起，收缴各类非法报刊151.3万余份，有的案件已宣判，有
的案件正处于审查起诉和深入侦查阶段。

蒋建国说，昨天，8起案件公布后，社会反响很强烈，但也
有人把我们提出的一些要求，误读为不允许批评性报道。事实
上我们历来坚决保护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权益， 也积极支持
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 之所以强调记者开展批评性报道要
经过所在新闻单位同意，既是一贯的规范性要求，也是因为目
前查处的新闻敲诈、假新闻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个别记者
未经所在新闻单位同意私自以批评报道作要挟实施的。

蒋建国说，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以及“三假”问题严重破坏
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严重危害了基层和群众切身利益，严重
损害了新闻媒体公信力，严重污损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严重
恶化了新闻媒体的生态发展环境。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以及“三
假”的泛滥，也是对国家治理秩序的严重破坏，对国家治理能
力的严峻挑战。因此，必须痛下杀手，严厉打击，切实遏制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以及“三假”问题的蔓延势头。

进一步推动打击新闻敲诈
和假新闻以及“三假”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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