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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第 19 届国际麻风大会开
幕式 19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表示诚挚的祝贺，向参加会议的麻风
学界专家、学者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人类健康
作出贡献的国际国内麻风学界所有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是
全球麻风控制的终极目标。这次大会以“未竟事业－终止
传播，预防残疾，促进融合”为主题，对促进早日实现这一目
标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世界麻风防治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
然任重道远，仍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克难攻关。中国将
加大投入力度和保障措施，继续同世界各国一道，积极推动
麻风学进步和创新，促进消灭麻风目标早日在中国实现，为
全球消灭麻风作出贡献。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
信。

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19 日发出
致第十五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第十五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十五届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残疾人运动员

顽强拼搏、勇攀高峰，赢得 107 枚金牌、81 枚银牌、51 枚铜
牌，打破51项世界纪录，连续4届残奥会位居金牌榜和奖牌
榜第一位，奏响了催人奋进的生命凯歌，讲述了中国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故事，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
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在本届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残疾人体育健儿大
力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不畏强手，勇争第
一，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充分展示了我国残疾人自尊、自
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收获了成功，赢得了尊重，增进
了友谊，树立了形象，为推动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作出了新贡献。你们的优异表现，向世界传递了蕴含在我
国广大残疾人中的正能量，极大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
内外中华儿女，祖国和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希望你们在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不断进取，进一步激
发广大残疾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带动残疾人健身体育、
康复体育、竞技体育的普及开展，为促进我国残疾人体育事
业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继续努力，为我国办好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祖国和人民期盼着你们凯旋！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6年9月19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致第十五届残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辑的《胡锦涛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20日起在全国发行。

《胡锦涛文选》收入了胡锦涛同志在 1988 年 6 月至
2012 年 11 月这段时间内具有代表性、独创性的重要著作，
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等242篇，很大一部
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胡锦涛文选》生动记录了党的十六
大后的 10 年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
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推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宝贵
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
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的重大理论成
果，全面展示了科学发展观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是
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教材。

《胡锦涛文选》出版

近日，福建龙岩、湖北等地对党
员干部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问题
进行专项整治。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公
款存储利益输送“潜规则”在一些地
方长期存在，案件频发。有的银行
通过向有公款存储决定权的领导子
女、配偶等提供岗位、高额回扣、高
额绩效收益等进行利益输送，争抢
规模巨大的公款存储“蛋糕”。

利用公款存储谋私逐利

近日，一场整治利用公款存储
谋私逐利的行动在福建龙岩展开。
截至目前，龙岩市共清理填报银行
账户 9324 个；撤并银行账户 854
个，撤并资金5.83亿元。

龙岩此次专项整治部分源于落

马的前市委书记黄晓炎受贿案。
当地多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黄晓炎的妻子在厦门的一家
商业银行任职，这家银行在龙岩
原本没有设网点，黄调到龙岩任
市委书记后，该银行很快在龙岩
设立分支机构，黄的妻子是筹建
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之一。

“两三天时间，原来存在其他
银行的存款迅速被‘搬运’到这家
银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款
存储占绝大多数。不少银行负责
人叫苦不迭，但也没办法，都知道
背后是市委书记的影响力。”龙岩
金融系统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关”方式隐蔽

有公款存储决定权的领导干

部是各家银行重点“公关”对象。据
多地纪委办案人员介绍，除高档宴
请、报销发票、安排旅游、赠送购物
卡等常规手段外，更隐蔽的是银行
安排公款单位领导的配偶、子女或
其他利益关系人到银行任职，能带
来大笔存款的还能得到超常规提拔
使用，每年可获取数十万元甚至上
百万元绩效收入。

——领导拍板存款，亲属在银
行拿高额绩效。多名银行业内人士
透露，一些在银行任职的领导干部
亲属之所以热衷于“开疆拓土”，大
肆揽储，秘密就在于银行给予其高
额绩效奖金。

——银行直接给拍板存款的领
导高额回扣。江苏省财政厅原副厅
长张美芳受贿案中，张美芳利用其
决定巨额财政资金存放在哪家银行

的权力，收受银行大额回扣，这
些款项成为其受贿主要来源。

——给公款单位重要领
导的子女、配偶或特定关系
人 位 子 ，甚 至 超 常 规 提 拔 。
多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一
些商业银行为了揽储，甚至
提供支行行长、副行长、部门
经理等领导岗位，只要揽储
能达到一定金额，就能当上
银行领导。”

建竞争性存储
和回避制度

记者调查发现，福建龙岩、
浙江、湖北、江苏等地通过建立
公款存储集体决策、公款招投
标等竞争性存储、公款存储回
避等制度，防范公款存储利益

输送风险。
龙岩市提出，单位经费、项目资

金存储到哪个银行要集体研究、形
成记录，并在单位内部公示，银行给
什么好处也要在单位公开；有存储
决定权的领导干部、财务人员，以及
与资金管理有关人员不得将本单位
公款存储在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所在的金融
机构。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存储
谋利问题，浙江省委明确：公款存放银
行时，必须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进行
竞争性存放，并纳入各单位“三重一
大”集体决策事项，本单位领导干部有
亲属在银行任职，进行公款存储决策
时，该领导干部要主动报告并予以回
避。

据新华社福州9月19日电

领导干部成重点“公关”对象，亲属收回扣拿高薪——

如何斩断公款存储利益链？

据新华社深圳 9 月 19 日专电（记
者毛思倩） 在经过前期约半个月的宣
传和警告期后，深圳 9 月 18 日正式对

“冲绿灯”交通违法开始处罚，首日共
开出105张罚单。

据深圳交警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冲绿灯”交通违法行为指的是机动车
在前方路口发生交通阻塞时，虽然遇
交通信号绿灯，但未依法停在路口以
外等候，强行进入路口。

据统计，全天共查处105宗“冲绿
灯”违法，每张罚单罚款 300 元，一年
内第三次起将罚款500元。

每张罚单罚款300元

深圳：

“冲绿灯”开罚

据新华社深圳 9 月 19 日专电（记
者毛思倩）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日
前，适逢 iPhone7 正式发售，16 日、17
日两日，该关在皇岗口岸及福田口岸
共查获藏带 iPhone7 手机案件 70 余
宗，查获手机500余台。

16 日 iPhone7 首发当日的 13 时
左右，海关关员在福田口岸入境大厅
查获首宗旅客超带iPhone7手机入境
案件，一名旅客违规携带了 5 台崭新
的手机入境。随后，该关在皇岗口岸
及福田口岸查获案件陆续增多，在当
日 18 时半到 19 时短短半个小时内，
连续查获 7 宗人身绑藏 iPhone7 案
件，查获手机190台。

截至9月17日24时，皇岗海关共
查获藏带 iPhone7 手机案件 70余宗，
查获手机 500 余台，案值初估超过
300万元人民币。

iPhone7首发日

深圳半小时查获
190台走私机

（上接A1版）
创业热情难免遭遇现实考

验。不少跨界农业的创业者自
称新农人，“新”除了身份外，也
意味经验欠缺，对农村农民了
解较少。从现实看，农业是与
生命体打交道的行业，生产周
期长，风险大；农村的基础设施
欠账较多，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农民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较
长。从创业者动机看，有的因
在城市发展不顺，想换个环境；
有的不懂农业规律，急于获取
短期收益。以这样的动机创
业，很难不“碰钉子”。再从农

村创业环境看，优质农产品的
市场前景好，但储存、物流等瓶
颈依然不畅通；特色农产品行
情不错，但农民契约意识依旧
淡薄，上游风险难以把控。这
些难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
面对农村创业的门槛，在热情
高涨的同时，更需要冷静的头
脑、平静的心绪，做好迎接困难
的充分准备。

从城市回到乡村，从其他
产业跨界农业，面对的是截然
不同的社会环境、市场形态和
人际关系，创业者关键要认清
自身，找准定位。先将自身实

力与农业创业的要求比对，确定
能否迈过“门槛”，切勿盲目冲
动。即便下定决心，工商资本、返
乡农民工、青年学生、传统农民等
不同创业主体的情况不同，应从
自身的资金、技术等实力出发，寻
找合适的创业项目，不应一味贪
大求快。

对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的创
业者，政府不能缺位，不能让创
业 的 门 槛 成 为 成 功 路 上 的 梗
阻。加强培训势在必行，应尽快
帮各类创业主体“补课”。扶持
政策要更加精准，同样是资金难
题，传统农民缺乏抵押物，青年

学生缺乏启动资金，农业企业融
资渠道单一，扶持政策应精准对
接不同群体的需求，从“一刀切”

“一锅烩”变成定制式、跟踪式服
务，保证优惠政策能够精准落
地。政府也应避免从产到销一
条龙式的大包大揽，而是通过营
造良好环境，让农村创业健康持
续地发展。

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有助
于促进各种资源要素流入农村，
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只有让
创业者轻松启程、踏实前行，才能
让他们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
也让农村焕发新活力。

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19日完成全部预定课目的演练，双方在联合导演部举行了闭幕式。
图为9月18日，广州舰主炮对海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