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在汇总全国各省（区、市）已
公布的收费公路统计数据后， 交通运输部20日汇总发布
2015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2015年度， 全国收费公路
通行费收入为4097.8亿元，支出总额为7285.1亿元，收支缺
口3187.3亿元， 与2014年相比扩大了1616.2亿元， 增幅
102.9%。

公报显示，2015年度的收费公路支出中，偿还债务本金
支出3497.9亿元，偿还债务利息支出2251.9亿元，养护支出
503.5亿元， 公路及附属设施改扩建工程支出188.2亿元，运
营管理支出527.5亿元，税费支出296.5亿元，其他支出19.5亿
元。支出近八成是偿还到期债务本金和利息，其余两成用于
养护管理、公路及附属设施改扩建以及税费等其他支出。

与2014年相比，全国收费公路主线收费站由1665个减少
至1588个，净减77个。2015年度，全国收费公路共减免车辆通
行费544.6亿元，为实际通行费收入的13.3%。

2015年，在高速公路里程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运营管
理支出实现了净减少。 收费公路运营管理支出527.5亿元，
与2014年相比净减6.6亿元、减少1.2%。

去年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
收支缺口超3100亿元

李克强分别会见
奥巴马和潘基文

据新华社纽约9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19日下午在纽约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双方就中美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

李克强表示，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中方愿同美方进一步深化两国在
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两军、执法司
法、反恐、网络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务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
岛、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推动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各项成果的落实，为推进中美合作议程，促进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

李克强重申了中方在台湾、涉藏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希望美方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奥巴马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

时间19日晚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李克强指出，今年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启动实施

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开局之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愿继续同各方齐心协力，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为加强
和改善全球治理、实现共赢共享作出不懈努力。也希望联合
国有效履行国际和平职责，把解决发展问题作为优先任务，
使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各国人民。

潘基文表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
赞赏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
程，以及为促进南南合作、开展国际维和行动等所作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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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兰州9月20日电 首届丝绸之
路国际文化博览会20日在甘肃敦煌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文博会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2000多年前， 贯通亚
欧的古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东西方友好
往来、 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这次文博会
以推动文化交流、 共谋合作发展为主题，
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合作交流提供了一
个重要平台。 要坚持多样共存、 互鉴共
进、 合作共享， 加强文化交流， 倡导文化
平等， 保护文化遗产， 推动文化创新， 加
强文化合作， 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
化造福更多民众， 让世界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兰州9月20日电 首届丝绸
之路 （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文化年展
20日在敦煌开展， 8000余件文物、 艺术
品和实物展品“联袂” 展示古老的丝路文
明和现代艺术创作。

首届丝绸之路 （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
会文化年展分为国际、 中国、 甘肃、 专题
四个展区， 共征集到丝绸之路沿线60多
个国家和国内16个省区市的8000余件文
物、 艺术品和实物展品。

据主办方介绍， 首届丝绸之路 （敦
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文化年展从9月20日
开始将持续到10月10日。

习近平向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致贺信

� � � �湖南日报乌鲁木齐9月20日电（记者
谭云东） 以“共商共建共享丝路：机遇与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 本届博览会是明
确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定位后
的首届盛会， 将围绕核心区建设和丝路
沿线国家经贸、产业合作，举行为期6天
的大型投资合作与商品贸易展， 同时还
有15项部长级论坛和专题活动。

本届博览会，6个国际组织、57个国家
和地区的嘉宾参展参会， 国内外参展企业
2000余家，规模、体量、题材为历届之最。
其中，白俄罗斯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国，
有近40家企业亮相，展品涉及农产品食品、
能源、小型机械等领域。德国组织近40个知
名品牌以“德国精品馆”形式亮相，这是德
国首次利用中国境内博览会平台， 借助中
欧班列，推动德中经济贸易合作。

博览会期间举行的部长级论坛和专题
活动， 涵盖金融、 科技、 文化、 人文、 商
贸、 物流、 互联网、 法律等领域， 为推动
国际合作、 政策交流、 产业对接发挥实质
性的引领作用。 近200名境内外部长级嘉
宾与会， 其中11个论坛将达成多项政府间
合作协议， 签署一系列合作项目。

我省有16家企业参展， 除了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湖南百特等工程机械、工程
汽车企业外，还有白沙溪、湖南中茶、焱煌
粮油等特色农产品企业。据省茶叶协会专
职副秘书长黄德开介绍，新疆是我省茶叶
特别是边销黑茶的主销区，去年销售产值

近2亿元。同时，新疆也是我省茶叶出口到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
的重要内陆口岸。这次，我省有10家茶企
参展亚欧博览会，旨在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 打造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和畅销产
品，树立湖南茶品牌的良好形象。

湖南日报记者 沈德良

在人们传统观念里， 西藏封闭不便、
产业单一，但很少人知晓西藏还顶着一道
光环———它曾连续23年保持着两位数的
增长速度。尤其是虽然全国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西藏经济这些年仍始终保持着10%
以上的增速。2015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首
次破千亿元，增速达11%。虽然从总量上
看， 西藏在全国各省区市排名中依然垫
底，但从增速上看，西藏与重庆、贵州集体
突起，在第一阵营领跑全国。

在这次藏博会上， 除了人们熟知的
唐卡、乐器、木雕、藏纸、藏药、造像等传
统产品外，更多西藏经济的“新生代”产

品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新颖的产品，正在
丰富和延伸着人们对西藏的印象。

阿米“时轮藏香”、吉如朵藏传主题珠
宝、手工羊绒围巾、藏茶、墨脱红米、察隅
花椒、山南的特色土豆……作为全面展示
西藏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成果的窗口,今
年的藏博会可谓精品荟萃,推陈出新。

“西藏净土”是一家经营当地土特产的
龙头企业，除了经营传统的土特产品外，他
们还围绕“净水、净土、净空、净心”目标，新
近开发出来系列健康产品。这些集美容、保
健、养生、健康等功能于一体的产品，在这
次博览会上赢得了参观者的青睐。然而，这
些新概念产品，还处于“养在深山人未识”
的阶段。据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它们

仅仅在内地少数一线城市设立自己的办事
处，大规模的推广营销还处于探索阶段。

毋庸讳言， 让资源优势转换成发展
优势， 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跨越的
一大“坎”。这次藏博会上，当地政府围绕
特色产品、 资源优势举办天然饮用水、
“门孜康”等多场专业高端论坛，与国内
外同行共同把脉产业发展大计， 借外部
智力催生“头脑风暴”。

可喜的是， 西藏的传统产品正在搭乘
互联网+的快车，资源优势有望成为经济优
势。目前，除西藏本地的电商崭露头角外，更
有国内一些知名电网正式入驻雪域高原。可
以预见，随着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西藏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将赢得更广阔的天地。

三星岂能
厚此薄彼
孟姣燕

一部在中国出售的三星Note7手机
起火爆炸，将正陷入“爆炸门 ”的三星再
次推向风口浪尖。19日下午，三星及其电
池供应商回应，在中国发生的Note7起火
问题由外部热源引发，与电池无关，引发
中国网民的质疑。

此前，Note7手机在多国发生起火爆
炸事件， 三星宣布全球召回250万台，但
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 引发中国消费者
的广泛不满。 即使在中国相关部门的介
入下，三星只是召回部分体验机1858台。

250万台和1658台，中国市场为何召
回这么少？ 三星中国市场收入占其全球
比重超过25%，却没有在中国市场上百分
之百地召回问题手机。 数字差距的背后
是对待中国市场的双重标准， 还是对中
国消费者的不负责任？

显然，三星没有采取对中国市场的相
关措施，一是投机取巧，有钻法律漏洞的
侥幸心理；二是骑虎难下，召回不召回都
将面临巨大经济损失。 无论什么原因，三
星终究没有真正地尊重市场和消费者。

事实上， 中国消费者被洋品牌怠慢
之事已屡见不鲜。许多外企一再上演“橘
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 ”，在中国市
场表现傲慢。 这不仅与企业自身决策有
关， 也与我们尚未建成完善的市场机制
有关。 由于中国在消费品领域的法律保
护没有欧美严格， 三星们对中国与其他
国家和地区区别对待， 常常是在法律风
险和召回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

因此， 我们应该完善产品质量监督
体系，大幅提高国内标准，加大外企违约
惩罚力度， 通过政府监管的刚性手段帮
助三星们改改脾气。

同时，有必要反躬自思的是，善良的
中国消费者应当积极介入。 近几年欧美
市场汽车召回， 无不是在个体消费者提
出起诉后， 政府和司法监管体系全方位
介入的结果。我们的维权意识增强了，三
星们的傲慢姿态才会收敛。

国羽两天7人退役
女队“黄金一代”落幕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蔡矜宜）继田卿、赵芸蕾、
于洋、王仪涵、王适娴退出国家队，今天，唐渊渟、王睁茗也
宣布从国家队退役，这意味着国羽“大换血”已经到来。

于洋、赵芸蕾、田卿都是1986年出生，堪称女双“86黄
金一代”。她们3人加上王晓理、杜婧，两对组合长期位居世
界排名前两位，垄断了5年世锦赛、一届奥运会和一届亚运
会的女双冠军。28岁的王仪涵夺得一次世锦赛女单冠军、一
枚奥运会银牌， 王适娴则是世锦赛单打铜牌和亚运会单打
金牌得主， 两人在这个奥运周期的三次世锦赛和里约奥运
会都未能进入前四名。

22岁的唐渊渟本来是女双希望之星， 她与于洋搭档参
加里约奥运会女双比赛。在铜牌争夺战中，唐渊渟/于洋0比
2不敌韩国组合郑景银/申昇瓒，获得第四名。赛后有报道称
唐渊渟与搭档于洋之间出现间隙，不过唐渊渟予以否认。26
岁的王睁茗是中国男单第三号人物， 因为之前有林丹与谌
龙两座大山，最终无缘里约奥运会。

7名世界冠军集体退役， 代表着国羽一个时代的落幕。
新的奥运周期，尤其是女队需加快新老交替的步伐，期待新
秀能及时填补她们离开的空白。

走出高原天地宽

� � � � 9月19日，作为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主要演出之一，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在敦煌大剧院上演。 新华社发

乒球大联盟国庆岳阳开拍

17岁到75岁，以球会友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蔡矜宜）记者今天从省乒协

获悉，首届“岳阳农商银行·联盟”杯业余乒乓球俱乐部混合
团体锦标赛将于10月2日至4日在岳阳举行， 近400名国球
爱好者将在运动中欢度国庆。

本次比赛由省乒协和岳阳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岳
阳市体育中心、岳阳市乒乓球协会、广州双鱼体育用品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国庆期间， 来自全省各地的80支代表
队、 近400名国球爱好者将齐聚岳阳以球会友。 比赛分为
甲、乙、丙、丁和老年组共5个组别，参赛运动员中最小年龄
为17岁，最大年龄达到75岁。

省乒协秘书长骆先鸣介绍，本次业余俱乐部团体赛力求以
大联盟促进全省业余乒乓球大创新、大发展，“甲组允许专业队
运动员参赛，届时何明辉、龙宇、喻帆等专业高手将登场。”

� � �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9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主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 第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以及联合国各
主要机构和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李克强表示，一年前，联合国发展峰
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方与各国携手推进
议程的意愿和决心。推进可持续发展是解
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根本之策。

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发展中国家， 让13亿多人过上好日子，

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过去十五
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率先实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在减贫、卫生、教育等领域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4亿多人摆脱贫
困，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2/3，孕产妇
死亡率降低3/4， 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养
老、医疗社会保障网。面向未来，中国已经
全面启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工
作，已经批准并将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为中国落实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行动指南。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愿积极参与相关国
际合作， 不断加大对南南合作的投入，分
享发展经验和发展机遇，同国际社会携手

前行。
潘基文、汤姆森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克拉克、 环境署执行主任索尔海
姆、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博科娃，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陈冯富珍等先后发言， 与会人士表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一年来取得
积极进展。 中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南南合作
等方面发挥了引领和创新作用。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9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9日上午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出席第71届联大解决难民和移
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并发言。

李克强表示， 当前， 难民和移民问
题日益突出， 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解决，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李克强强调，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
积极参与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 作为发
展中大国， 愿意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
的责任。 我们将采取一系列人道主义举
措并积极探讨同有关国际机构和发展中
国家开展难民和移民问题的三方合作。
希望国际社会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 争
取早日实现全球难民和移民大规模流动
问题的全面持久解决。

文化造福民众 世界更加美好

第五届亚欧博览会开幕

16家湘企亮相乌鲁木齐

李克强主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出席联大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高级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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