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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德国汉堡10月1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日中午在汉堡出席
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并发表题为
《树立互利共赢的新标杆》的主旨演讲。

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快速发
展了30多年，依然有充沛的动力源，未来一
段时期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
水平。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硬着
陆”，对国际经济带来的是积极影响，仍将是
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有利于

中欧经贸合作，有利于中欧经济的互利共赢
和更好发展。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欧洲分处亚欧大陆
两端，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最大的发达
经济体，也都有伟大文明。习近平主席今年3
月访欧期间， 倡导中欧建立和平、 增长、改
革、文明伙伴关系。中欧加强互利合作和文
明互鉴，可以为推动亚欧地区以及全球经济
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更大贡献。 中方愿与欧方携手努力，

把握好双方关系的发展航向，在国际上树立
起互利共赢的新标杆。中国支持欧盟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欧盟继续理解和
支持中国选择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李克强强调， 当前中欧都处于发展
的关键时期，双方要共谋贸易发展“大棋
局”，推动投资进入“快车道”，开辟创新
合作“深海域”，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
方愿与欧方加强人文交流， 使中欧关系
扎根深处、更加稳固。

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在致辞中表
示，欧中有着广泛共同利益，是重要合作
伙伴， 进一步发展欧中关系是欧盟对外
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 欧方愿与中方尽
早签署欧中投资协定，推进各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中欧论坛创立于2004年， 是中欧之间
经济合作的重要对话平台。卢森堡首相贝特
尔等政要以及来自欧洲各国和中国的工商
界人士600余人与会。

李克强出席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树立互利共赢的新标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一些家
住城里的基层干部，不深入群众、把工作
放在第一位， 而是常常往家跑， 被称为
“走读干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进入收官之际， 共有6484名“走读干
部”在专项整治中被查处。这是中央首次
大规模集中处理这一长期遭诟病的干部
作风问题。

有专家称，这意味着反“四风”不仅
剑指吃喝奢靡等“明疾”，还深入到党员
干部工作态度、 考核考勤等“庸懒散奢
贪”的“暗症”。

记者梳理各地晒出的“成绩单”发
现，全国共有超万名“走读干部”被排查
发现，6484名被查处。其中，黑龙江省共
排查出“走读”的乡镇干部4726人，已整
改2350人。四川查处1746人，湖北查处
1180人，河南查处513人，青海查处190
人，江苏查处162人，广东查处136人，浙
江查处84人，海南查处60人。北京、上海、
甘肃、云南等地在“成绩单”中没有提及
“走读干部”的问题。

专家分析，干部“走读”问题主要在
乡镇地区比较突出，城市地区则较少。

实际上，各地为了解决干部“走读”
问题也进行了不少探索。 湖南郴州采取
的是视频点名的方法，让干部不敢缺席；
湖北襄阳市则采取明察暗访， 让干部不

敢“走读”；江西则建设了“廉政”食堂，为
干部营造不愿走读的环境等。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
看来，这些年，对走读干部的管理还缺乏
系统性规定。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
要靠制度，将“走读干部”治理纳入民主
和法治的轨道。比如，切实在干部考核上
加以倾斜，让那些深入地方、根系群众的
干部受尊重、 受重用， 在干部选拔任用
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要完善现行公车

管理制度、财经制度和报销制度，让“走
读”“走不了、不好走”，还要完善群众批评
和投诉渠道，严格问责制度，让“走神”的
干部“走不远”。

同时，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等专家也
提醒，干部也有享受家庭温暖的权利，因
此对整治干部“走读”现象，政策制定应
更具合理化、科学化和人性化，在人情和
原则之间、 为民服务和对家庭负责之间
寻找恰当的平衡。

6000余名“走读干部”被查处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
国。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机构的工作， 把所谓
“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是，主要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

于是，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展开了长期斗争，并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1971年第
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10月18日起，就中国席位问题展开激烈辩
论。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首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
权否决了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随后，联
合国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
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个
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
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新中国成就档案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曾楚禹

中央首次大规模整治干部“走读之风”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12日电 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2日下午乘专机抵达莫
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 开始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
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我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深化中俄传统友谊，扩大两
国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梅德韦杰
夫总理举行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同梅德韦杰夫总理
共同出席“开放式创新”国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并会见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委员会主席。

并举行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

李克强对俄罗斯
进行正式访问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10月12日电 中国驻
索马里大使馆12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正式恢复，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和索马里
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共同为新馆揭牌。

1990年年底，索马里内战爆发，中国驻索
马里大使馆、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于1991年
1月被迫撤离。张明说，时隔23年之后，中国驻索
马里使馆正式复馆， 标志着中索关系从此掀开
新的一页，中索合作将步入新的阶段。

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
正式恢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消息，2015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报名和公共科目笔试时间也
已确定。据介绍，本次招录共有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考生报
名主要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 报名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至
24日。公共科目笔试定于2014年11月30日在全国各省会城市、
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将招录2.2万多名公务员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国“截击”网络杂志
11日报道，“棱镜”事件揭秘者、美国国家安全
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最近曝光的一些文件
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中国、德国和韩国派
驻情报人员，利用物理手段对这些国家的网络
系统实施秘密渗透和破坏活动。

这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披露了美国国家安
全局的大量相关间谍活动，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不仅通过远程电脑终端进行监听，而且实地派
遣情报人员，并与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
五角大楼的间谍协同行动。文件表明，美国国
家安全局向中国、德国和韩国派驻情报人员，以
窃取网络数据和敏感通信情报。“截击” 网络杂
志称，这三个国家都是通讯设备生产大国，而中
国一直是美国情报活动的重点。

斯诺登再爆猛料：

美国国安局在中德韩
派驻情报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