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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 9 月 23 日电(记
者江亚平、李保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3 日出
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六届中加经贸
合作论坛并作主旨演讲。他畅谈了中加经济合
作的现状和前景，表示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

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总理此次对加拿大
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将为中加关系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两国正携手迈向双边关系发展新的“黄
金十年”。

访问聚焦合作

这次为期 3天的访问行程安排特别满，但李
克强总理仍挤出宝贵时间出席中加经贸合作论
坛，由此可见他对中加经贸合作的重视。实际上，
这次访加的一大重点也是拓展双边经贸关系。

在 22 日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和加
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希望到 2025 年实现双边

贸易额在 2015年基础上翻一番。为此，双方同意
就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这是实现翻
番目标的重要前提。只有在两国贸易中逐步取消
关税，才能更好地展开经贸合作。
加拿大安大略省前经贸厅长普帕泰洛 23日

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撰文说，加拿大经济目前
提振乏力，需要中国投资，也需要增加与中国的贸
易。所幸的是，中国和加拿大都有推动两国关系朝
更好方向发展的愿望。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中国学院副院长王佳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自由贸易谈判对
双方经济合作十分重要。中加双边贸易互补性
很强，过去一些年虽然贸易也有增长，但潜力远
远没有发挥出来，还有更大增长空间。签署自贸
协定可以消除贸易壁垒，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
也将给两国人民带来福音。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副主席托宾在出席中

加经贸合作论坛时对记者表示，他和很多商业
领袖完全支持两国签署自贸协定，这是未来两
国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保证。过去 10 年，中加
经贸合作的步子迈得不够快，现在自由党政府
上台，让加拿大商界看到新的希望。尽管在具体
谈判中还会出现不少挑战，但他对未来中加签
署自贸协定充满信心。

访问成果丰硕

访问期间，中加双方代表在两国总理的见证
下，签署了十余份合作协议，覆盖贸易、投资、金
融、旅游、教育、司法合作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

双方同意充分发挥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
话等机制作用。在这次签署的众多合作协议中，就
包括《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分享和返还被
追缴资产的协定》以及《中国公安部与加拿大皇家
骑警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等，这些合
作将使那些潜逃到加拿大的中国犯罪嫌疑人无处
可逃，也将为两国全面合作扫除障碍。

双方还签署了关于旅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同意在 2025 年前将双方访客人数提高一倍。自
2010 年加拿大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以
来，访问加拿大的中国游客稳步增长，中国已经成
为加拿大第二大境外游客来源地，每周约有 132
个航班往返于两国之间。去年中加双方人员往来
近 130万人次，两国双向留学人员超过 15万。

统计数据还显示，2015 年中国游客境外消
费总额高达 2150 亿美元，而在加拿大的消费只
有不到 10 亿美元。这表明两国的旅游合作潜力
有待开发，加拿大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需要采

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这次还签署了《中国政

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
合声明》，为两国展开延伸贸易合作奠定了基础。

出席中加经贸合作论坛的中国贸促会会长
姜增伟指出，中国制造业基础完备，拥有适合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需要的中端产品和技术。
加拿大高科技产业发达，拥有先进技术、核心装
备和完善的配套服务。双方合作共同开发第三
方市场，可以将中方的资金和产能优势与加方
的设备和技术优势有效对接，以高性价比的产
品和服务，助力非洲和拉美有关国家加快工业
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其基础设施升级。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所
说，中加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良好合作基础，发
展中加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
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谈到李克强总理的此次访问，当地不少工商
界人士都表示，这是一次务实之旅、合作之旅、希
望之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令他们对加强
中加经贸关系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的变化正在为中加经贸合作增添新活力、注入新
动力。随着中国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需求将更
加多元，这将为加拿大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务实之旅 合作之旅 希望之旅
李克强总理访加成果盘点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 4 日电 (记者韩
洁、申铖)针对前期监
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财政部 24 日发布通
知，进一步部署地方
预决算公开工作。要
求对除涉及国家秘密
外应公开事项，不得
少公开、不公开，并
将强化监督检查和认
真落实追责制度，发
现一起、曝光一起、
纠正一起。

2015年底，财政
部首次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地方 2015
年预算和 2014 年决
算公开情况专项检
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5 年 10月 31日，
检查涉及的省市县 25
万多个三级预算单位
中，有 36638 个单位
未公开 2015 年部门
预算， 56481 个单位
未公开 2014年部门决
算。多地因未按规定
公开部门预决算报告
被点名批评。

此次发布的《关
于切实做好地方预决
算公开工作的通知》
中，财政部提出要标
本兼治，积极完善预
决算公开长效机制。
要求进一步落实预决
算公开主体责任，地
方各级财政部门和各
部门要严格执行《预
算法》，牢固树立依
法公开观念，增强主
动公开意识，切实履
行公开责任。

在现有公开渠道
的基础上，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要建立预
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从 2017年起将本级政府
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在平台上集中公开，方
便社会公众查阅和监督。

健全预决算公开工作考核制度。将预决
算公开情况纳入地方财政和部门工作绩效考
核范围。财政部建立考核机制，将地方预决
算公开情况纳入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工作考核
体系。

加强预决算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对
不依法履行公开义务、不按规定公开预决
算的，要建议监察机关追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新华社南昌 9 月 24 日电(记者赖星)今年
以来，江西在全省范围内集中整治基层“微腐
败”，剑指“处事不公、以权谋私、作风不实”三
类问题，各地已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成效初
显。

9 月 23 日，江西上饶通报了一批基层干部
违规违纪行为。如铅山县虹桥乡莲塘村妇女主
任祝媛珍挪用村民建房办证费问题。祝媛珍在
协助乡政府收取村民建房办证相关费用过程
中，挪用 54320 元供个人使用，导致多位村民建
房手续至今未办理，引起建房户不满，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

今年以来，江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剑指
处事不公、以权谋私、作风不实等问题，共立案
查办基层党员违纪案超过 2800 件，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2000 余人，其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500 余人。记者对其中 80 起典型案例
梳理时发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违
纪违法案件占通报案例的 60% 左右，有的违纪

违法性质恶劣。
除了村党支部书记等“一把手”贪腐外，“微

腐败”窝串案现象较为明显，有的整个村委会几
乎被“一锅端”。南昌市检察院办案人员熊耕华
和邓高虹分析发现，2013 年至 2016 年 6 月间，
全市检察机关共查处基层侵害群众利益职务犯
罪 263 人，其中单独作案 115 人，伙同他人共同
作案 148 人。

“窝串案集中表现为‘相互串通式’。如南昌
市新建区松湖镇湾溪村党支部书记夏帮启等 7
人共同贪污案，夏帮启伙同村会计、4 名村委委
员及一名村小组长等 6 人，共同贪污私分粮食
直补款 9 . 15 万元。”熊耕华说。

江西省纪委介绍，随着中央转移支付力度
加大、新农村建设推进及移民扶贫、低保、危房
改造等民生项目实施，大量资金进入村级组
织，不少基层干部的手便四处乱伸。在经济相
对落后的农村，这些民生资金成了部分基层干
部眼中的“唐僧肉”，80 起典型案件中有 57 起

与之有关，涉案金额从千余元至 30 余万元不
等。

被查处的这些基层干部，腐败手法多样，有
的无中生有，虚报冒领；有的违规侵占，索要费
用。比如，铅山县新滩乡杨家村党支部书记杨金
福、村主任杨小华(非中共党员)、支部委员李富
贤在 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5 月，利用协助乡
政府从事发放征地、平田等补偿费用的职务便
利，以他人名义和集体名义虚报冒领补偿费
44220 元予以私分。2016 年 8 月 8 日，经铅山
县新滩乡党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杨金福、李富贤
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按程序罢免杨小华杨家村
村主任职务。

江西省纪委书记周泽民表示，切实整治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就要从群众反映最
强烈的问题治起，从最紧迫的任务抓起，注重纠
建并举、综合治理，从源头预防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推进江西省基层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

剑指“处事不公、以权谋私、作风不实”

江西全省集中整治基层“微腐败”

（上接 1 版）李克强表示，中国正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包括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健全
各领域法律法规，同时继续推动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和不断改善的法制
环境。今后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中国都将坚定
不移扩大开放，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利用外资政策只会越来越规范、友好、透明。我
们欢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工商界人士抓住机
遇，深化对华合作，实现更加广泛的互利共赢。

特鲁多表示，加中总理频繁互访，坦诚对
话，达成众多务实成果，表明双方完全可以通
过对话促进合作。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共同努力使加中关系重回稳定健康的发展轨
道。加方期待继续发展和深化同中国的真诚伙
伴关系，携手推进加中合作，使两国关系在新
时期取得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

（上接 1 版）博览会期间先后举行的 15 项
部长级论坛和专题活动，亮点纷呈，取得丰硕成
果。在“亚欧信息高速公路”互联互通论坛上，
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 8 个国
家的 15家电信运营商正式签署国际合作宣言，
致力于加快国家间通信网络互联互通，共同建设
“亚欧信息高速公路”。

而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中国阿拉山口、霍
尔果斯口岸，满载着加工自东中部省区市各类商
品的中欧班列呼啸而过，驶向中亚乃至更远的欧
洲国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
主任彭季说，新疆正着力打造中欧班列集结中
心。为此，新疆计划加快铁路设施升级，打造
便捷集散网络，构建一体化通关渠道，推进电
子口岸建设。

乌鲁木齐铁路局局长单立军介绍，该局计划
加快推进东联西出铁路通道建设和疆内物流节点
空间布局，全方位提升铁路物流网络服务保障能
力。该局先期计划两年内，在霍尔果斯、阿拉山
口、库尔勒等疆内交通、物流枢纽和产业园区，
建成 10 个现代化物流基地。

除了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明
显提升，不断密切的贸易往来使“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成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位于明斯克的中白工业园是中国和白俄
罗斯之间最为重要的经贸合作项目，目前已
有 7 家企业进驻， 20 多家来自中国、德国、
俄罗斯的企业签订了意向协议。“引进外资
企业到白俄罗斯投资建厂为当地带来了新技
术并拉动了就业，借助博览会平台我们有机
会向更多国家和企业介绍我们的投资环境和
招商政策。”此次参展的中白工业园白方代
表娜达沙认为，中国-亚欧博览会参与国家众
多，为其招商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

除了工业项目，农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民众最关心的领域之一。本次博览会中
国-亚欧优质水果推荐活动中，多国农业官员和
技术人员“抱团”比拼优质水果，来了一场跨越
大洲的“水果总动员”。

“农业合作方面，只要中国市场有需要，我
们就可以生产。”缅甸农业、畜牧和灌溉部副部
长吞温博士说，中国需要缅甸的芒果、香蕉等水
果，缅甸需要进口中国的苹果、猕猴桃等，只要
双方建立水果贸易关系，一定会互利共赢。

金融合作实现“突破性进展”

此次博览会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金
融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1 日一天之内，
24 个跨境金融合作项目尘埃落定，签约金额超
过千亿元人民币。当日举行的金融论坛上，巴基
斯坦最大的商业银行哈比银行在乌鲁木齐设立了
分行，由此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中首家
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这家南亚著名
商业银行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曼·凯达尔表
示，此举能让哈比银行更多地参与中国新疆、巴
基斯坦、中亚等地的建设和发展。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今年前 8 个月，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人民币实际
收付金额达 8600 亿元。目前，我国已在 5 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

除了投资金融领域的安全，参加此次博览会
的各界精英还力图在法律服务、公共卫生方面未
雨绸缪，构建更合理、更安全的亚欧经贸走廊。
博览会高层论坛之一的法律服务合作论坛上，北
京、上海、浙江、新疆等地律师协会和香港律师
会共同成立“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合作联盟，加
强地区间法律合作，整合人才资源，为“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我国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将会释放巨大
的法律服务需求，法律服务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将助力国际社会经贸交流的健康发
展。”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巍说。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近百名代表，就出入境卫生检疫国际合
作提出多个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将
在 3 到 5 年内明确实施方案，初步建立“一带一
路”卫生合作机制； 5 到 10 年内，初步建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入境卫生检疫合作网
络，惠及各国公众。

2011 年以来，前 4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累计有 30 多个国家的政要及 700 余位外国部长
级嘉宾出席，国家有关部委先后举办高层论坛和
专题活动近 40 个，在政治、外交、经贸、科
技、人文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先后有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与会，约 10 万名中外客商参展
参会，近 130 万人次进场参观。

(参与记者：李晓玲、符晓波、刘兵、赵春
晖、宿传义、顾煜、于涛、张晓龙)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23 日电

“全新升级版”亚欧博览会

为“一带一路”注入新活力

据新华社昆明 9 月 24 日新媒体专电(“中
国网事”记者丁怡全、侯文坤、林碧锋)近日，网
上曝光云南省曲(靖)陆(良)高速公路改扩建施
工期间，由原来的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变成了
一条“工地路”，过往车辆只能“龟速”通行，十分
拥堵，但交付的过路费却不变。

遭吐槽：高速路“降速”不降费

不少体验过“曲陆工地路”的驾驶员纷纷在
网上吐槽。网友“线条的小号”表示：“明天又要
走，真是怕了。”网友“耿文光”表示：“高速公路
只有一个车道，还要收通行费，真不合理。”

记者从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了解到，曲陆高速本是双向 4 车道，1999 年建
成通车。近几年，原曲陆高速已满足不了车流量
增长和养护的需要。今年初，曲陆高速开始了改
扩建工程，计划将路基加宽，扩建为双向 6 车道
加应急车道。

云南省公投公司介绍，由于曲陆高速改扩

建绝大部分是在原路上拼宽，施工车辆不得不
频繁占用老高速路，这才给已经变窄的道路造
成了更大的通行障碍。

“现在的曲陆高速已经不能叫高速，就一条
路可以过，还被压得坑坑洼洼，走起来又慢又
颠。时不时还有施工车借道，更是堵。”在昆明市
民晏先生看来，这样的一条高速路，过路费还是
照常收取显得不合情理。

引争议：过路费该不该减免？

对于网友的议论，云南省公投公司回应说，
曲陆高速是曲靖市通往陆良县方向的交通要
道，如果封闭施工，车辆只能走国道 324 线或国
道 326 线，如两条国道承载日均约 2 万辆的车
流，将造成更严重拥堵，因此才选择了半幅施
工、半幅通车的方式。

如要调整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需要按照《收
费公路管理条例》履行法定的手续，必须“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
府审查批准。”

昆明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承蔚说：“调整
收费标准的确需要程序保障，但如果一味用程
序作为挡箭牌，这是对相关规定的曲解，我们不
能被程序装在套子里。”他认为，“高速公路降速
不降费”背后折射出相关职能部门的惰政思维，
不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变通或提前做好相
关预案。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樊坚认
为，“高速公路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共产品，必须
达到其应有水准，不应该在不满足服务标准的
情况下仍然原价收费。”

盼提升：做好服务“提前量”

相关人士表示，类似曲陆高速降速不降费
的问题应避免再次发生，相关部门应摒弃惰政
思维，在更多公共服务上打足“提前量”。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表示，在曲陆高速的改

扩建规划中，的确没有全面考虑到半幅施工、半
幅通车可能造成的影响。今后如有更长时间的
改扩建工程，或道路施工建设可能造成高速公
路服务不达标的，可以提前申请减免费用。

“在道路建设施工过程中也应该加强管理，
比如可以采取限时施工、限流施工等方式。在车
流量大的路段要加强施工车的管理，尽量避免
占道施工，如果实在无法避免，可在夜间或车流
量相对较小的时间限时施工；同时在集中施工
时可采取限流的方式，对道路进行短暂封闭。”
云南省交通厅规费办公室主任飞再明说。

“法规滞后就应当修改，法规缺失就要填空
白，公共服务的改善不能被现行滞后的法规、落
伍的程序束缚。”李承蔚说，作为政府或相关运
营机构，应事前就相关问题进行申报，形成系统
解决方案，兼顾各方利益，才不至于好心办坏
事，“以人为本”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目前，云南省公投公司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到曲陆高速改扩建中，力争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前实现通车，将原定通车时间提前了 2 个月。

云南曲陆高速“降速”不降费引争议
相关部门应摒弃惰政思维，在更多公共服务上打足“提前量”

警钟

长鸣

▲ 9 月 23 日，建瓯市党员干部在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基地进行案例教育。

福建省建瓯市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组织全
市党员干部集中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通过正
反两方面案例，敲响拒腐防变的警钟，让党员领导干部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清正廉洁，服务百姓。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 9 月 23 日，中央储备粮福州直属库优秀共产党
员张伟（右）和同事在“党员示范仓”检查粮情。

中央储备粮福州直属库党支部坚持以“做合格党员，
做储备模范”为主题，用“严、勤、细、实、恒”的工作作风，通
过党课教育、自查自纠等工作，大力营造“领导率先、党员
创先、员工争先”的比学赶超氛围，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取得实效。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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