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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
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
就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达
成重要共识，增进了互信、加强了合作。中方对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感到
满意。新的一年里，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推动务实合
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努力促进地
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韩方办好平昌冬奥会，预祝平昌冬奥会取得圆满
成功。

文在寅再次感谢中方为他不久前访华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期待韩
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并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进展。韩方
感谢中方支持办好平昌冬奥会。

文在寅通报了近日韩朝高级别会谈成果，表示韩方高度重视中方在
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支持南北对话，感谢中方为推动
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所作努力。韩方愿同中
方一道，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韩朝双方改善关系、和解合作。我们支
持双方推进南北对话和交流，逐步推动朝鲜半岛问题解决。当前，朝鲜
半岛形势挑战和机遇并存。希望平昌冬奥会不仅为韩朝对话带来契机，
而且能成为朝鲜半岛形势好转的开端。中方愿同包括韩方在内各方加强
沟通和合作，争取形势进一步向好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习近平赞赏卡梅伦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推动中英关系发展的远见卓识
和作出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我2015年对英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我们共同开
启了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梅首相就
任以来，继续坚持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大方向，中英关系保持持续
发展的态势。当前，中英双方高层往来密切，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人文
交流愈益活跃，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中方愿继续同英方加强沟
通、交流、合作，包括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的互利合作，把“黄金时代”的蓝图转化为更多“黄金成
果”，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卡梅伦感谢习近平会见，并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成功。卡梅伦表
示，习主席2015年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至今令人难忘。英中共同打造两国
关系“黄金时代”并推动双方合作深入发展令人高兴。“一带一路”倡
议将为英中合作带来新的契机。我对英中关系前景充满信心，愿继续为
增进英中相互了解和交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应约

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习近平会见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

河北省纪委近日通报了７起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相关１０余
名领导干部被问责：河北省委责令张家
口市委书记、市长向省委作出深刻检
查，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和
副市长受党内警告处分，市纪委原书记
调离岗位，蔚县县委书记、县长、县纪
委书记和康保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已
被免职，康保县县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在一连串案例和严肃问责的背
后，透露出当前扶贫领域哪些主要矛盾
和漏洞？

一个县１５个乡镇均

截留扶贫涉农资金设“小金库”

据记者了解，去年以来，中央纪委
和河北省纪委发现张家口市及蔚县、康
保县扶贫领域违规违纪问题突出，经济
上虚报冒领、截留克扣、强制收费、违
规分配等，作风上弄虚作假、阳奉阴
违、做表面文章等。

张家口市康保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位于河北坝上地区，生态脆
弱，农业靠天吃饭，基本没有其他产
业，百姓生活艰难。然而，这个县扶贫
中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全县１５个乡镇
均截留挪用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私设
“小金库”。

事实上，康保县暴露的问题在张家
口市并非个案。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月，调查
发现张家口市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４４１件，
违规违纪问题突出。

记者梳理张家口市纪委网站２０１７年
公布的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发现贪腐手
段五花八门，老问题屡禁不止，主要涉
及扶贫资金、产业扶贫项目和危房改
造。

——— 骗取贪污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张北县小二台镇化稍营村支书在为
该村申报奶牛养殖项目过程中，用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原有住场奶户的奶牛顶
替扶贫项目牛，骗取国家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２５．２万元。

——— 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赤城
龙关镇窑湾村支书用该村６０．５亩集体土
地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共４１１４０元，用
５１．９５亩集体土地套取国家粮食直补资金共
计１１９０２．７７元，全部用于村两委日常开支。

——— 冒领挪用扶贫发展资金。尚义
大青沟镇前官地村支书和村会计冒用该
村３０户村民的名字从该镇财政所领取扶
贫发展资金１５万元，将其中的９．９８万余
元用于偿还村集体债务，剩余５．０１万余
元５名村干部平分，据为己有。

——— 截留惠农资金。康保县闫油坊
乡南乔家村支书私自截留国家下拨的退
耕还林、良种补贴、粮食直补、草原生
态奖补等惠农资金共计４８万余元，用于
村集体日常开支。

——— 违规分配。万全区安家堡乡田茂
庄村实施扶贫项目肉鸡养殖，该村党支部
违规分配使用应付于贫困户的入股分红
款，其中，６．６２万元平均分配给全村村民，
１．３７万元用于村集体日常开支。

——— 违规乱收费。怀来县桑园镇东
蒋营村支书、村委委员在为该村低保对
象办理低保时，违规向４２名办理低保人
员每人收取７００元。村干部不按规定办低
保、违规收取好处费、死人继续拿低保
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频现。

——— 危房改造暗箱操作。涿鹿县保岱
镇辛庄村委会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
情况下，确定危房改造户名单，并违规向
被摸底户、危房改造户村民收取费用共
１６９８０元，全部用于村委会日常开支。

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两年间３７８件问题线索只查结６６件

河北省纪委对张家口市及蔚县、康保
县的查处，在当地产生强烈反响。一些群
众说：“上级部门这次查处动真格，让我们
看到了真扶贫、扶真贫的决心。”

有当地知情干部透露，张家口对脱贫
攻坚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扶贫项目实
施、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
成等缺乏检查和监督，连分管脱贫攻坚工
作的市委副书记，在定点联系扶贫村期
间，都没有及时发现相关资金问题。

有基层干部坦言，这些问题的症结
在于扶贫工作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
风盛行。蔚县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县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双组长”，长达一年
没有召开过领导小组会议。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对上级纪委交办的３７８件问题线
索，蔚县只查结６６件。

不及时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不仅是
蔚县。据康保县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河北省委对康保县开

展巡视和巡视整改回头看，康保县不但
没有落实有关反馈意见，更没有对专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自纠。

“扶贫工作很多都是以会议贯彻会
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表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差；面上指导多，具体落实
少。”一些基层扶贫干部吐槽：“我们
表格填得多、材料写得多，领导们宣传
政绩多、解决实际问题少。”

监督监管层层失守

机制短板亟待弥补

张家口扶贫领域出现的问题，还暴
露出相关监督、监管层层失守。市县党
委、政府、纪委履职缺位，分管扶贫工
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都没有及时关注相
关问题，市扶贫办、住建局、财政局等
有关部门对日常监管不够重视。

另据了解，本应履行监督执纪问责
责任的纪委，长期压案不办，甚至接受
被审查人财物和宴请，在案件审核中避
重就轻。

一些基层干部说，张家口一些县财
政收入少，而县里有大量的非财政供养
人员和非财政开支事项，于是就打起扶
贫资金的歪主意。除了贪污挪用，由于
很多扶贫项目都需要地方配套，地方配
不起，导致大量扶贫资金滞留。

目前，河北省已责令张家口市委、
市政府对全市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限期全面整改，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查失职渎职行
为，严惩违法违纪分子。

（据新华社石家庄１月１１日电）

从市委书记到县委书记———

河北为啥问责这１０余名领导干部

大国关系，深刻影响世界局势走向。
２０１８年，美俄、欧美、俄欧关系走势将

会使国际局势具有一些鲜明特点。中国将
为大国关系注入更多稳定因素。

看点一：美俄对抗难缓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１２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示，俄罗斯正利用“技
术、宣传和施压”等手段改变冷战后形成
的世界格局，并企图塑造一个有违西方利
益和价值观的世界，因此俄罗斯应被视为

“修正主义”国家，是侵蚀美国实力与繁荣
的“竞争对手”。

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因素成为影
响美俄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在特朗普处
理对俄关系时，美国共和党、国会内部对
俄鹰派等多股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导致美
俄关系难以缓和。

“通俄门”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特
朗普对俄政策。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
年，“通俄门”调查势头不会减弱，可
以预料，特朗普难以在缓和美俄关系上
有实质举动。

看点二：欧美关系不稳固

２０１７年，欧美关系经历了“特朗普效

应”的震荡，双方在防务、多边贸易、气候
变化、难民等问题上疏离明显。

展望２０１８年，欧洲仍将是美国重要的
贸易伙伴和最大的盟友，美国会力争主导
欧美关系，但欧洲将谋求更多战略自主。

今年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增长走势良
好，特朗普政府的税改也将刺激本国经济
增长。积极的经济环境将有利于促进欧美
合作，但导致美欧关系疏离和紧张的因素
将继续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凸显。

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教授、北大汇
丰商学院教授施塔尔认为，美国公然推行
保护主义政策、对世贸规则的不尊重将进
一步削弱国际贸易秩序，而欧盟拥护基于
规则的国际体系。这将是影响美欧关系的
重要变量。

欧美关系中的另一重要变量体现在防
务方面。德国近期民调显示，８８％的德国
人认为德国首要防御伙伴应是欧盟而非美
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也显示，欧洲
对华盛顿的信心下降，美国在欧洲的影响
力大打折扣。虽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指出“北约仍是欧洲集体防御的基
石”，但近年来欧盟加快了自我防务建设
的步伐。

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伯恩斯近
日撰文指出，美欧目前出现分歧的领域已
多过彼此一致的领域。

看点三：俄欧关系待重塑

相邻的地理位置使乌克兰问题成为
欧洲切肤之痛。法德两国曾以诺曼底模式

（即法、德、俄、乌四方磋商）寻求迅速解决
问题之道，从而避免乌克兰危机扩大化和
冲突外溢。然而诺曼底模式去年陷入停
滞，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蔓延、政局变动也
使欧洲无暇他顾。因此，欧洲只能以经济
利益受损为代价，追随美国脚步保持对俄
制裁，希望以此持续对俄施压，促成乌克
兰问题解决。

施塔尔认为，欧盟意识到俄罗斯作为
主要的军事玩家已重新回到国际舞台上，
与俄合作有利于解决乌克兰冲突和叙利
亚问题，同时重建与俄企业的密切经济合
作也符合欧盟经济利益，但欧盟也想要抵
消俄在东欧的影响力。２０１８年俄欧关系两
重性的特点将非常明显。

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也是影响俄欧关
系的一个重要变量。美国强硬支持乌克兰、
谋求向欧洲出口更多能源支持欧盟，都有可
能强化欧盟对俄立场，加剧俄欧紧张局势。

看点四：中国注入稳定因素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

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框架。可以期待，中国将为大国关系注入
更多稳定因素。

２０１７年，中美元首举行三次会晤，多
次通话通信，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战略稳
定。两国管控分歧、良性互动、扩大合作，
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的信号。美国前助
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认为，“如果美中
不合作，很难想象哪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
问题能得到解决”。展望２０１８年，虽然两国
之间存在分歧，但中美关系航船总体上将
平稳前行。

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日益显
示出坚韧性和稳定性。对于两国关系前
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１２月年度记者
会上表示，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是俄全
国共识。展望２０１８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将会结出新硕果。

欧盟表示，新的一年，欧洲期待进
一步深化与中国在互联互通上的合作，
欧盟正在制订自己的欧亚大陆互联互通
规划蓝图，并将与“一带一路”倡议对
接。展望２０１８年，中国将继续同欧方加
强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推进
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
关系建设，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２０１８，大国关系图景四大看点

（上接第一版）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老虎”要露头就打，“苍
蝇”乱飞也要拍。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
犯罪分子的震慑。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
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
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必须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
面执纪、严肃问责。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
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
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
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深入分析了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明确提出
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强调要一以
贯之、坚定不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排除错误思想干扰，重
整行装再出发，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领
会、把握精神实质、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同实际工作和职能职
责结合起来，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
性、创造性、实效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其他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
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举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
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1
日在北京开幕。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会议。11日下午赵乐
际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
署》的工作报告。

据多家主流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期欲以岛
屿防御为名将“出云”号“准航母”(右图)改造为
正规航母。《产经新闻》报道称，防卫省希望对“出
云”号进行必要改造，以支持Ｆ－３５Ｂ垂直起降型战斗机
的起降和运用。Ｆ－３５Ｂ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Ｆ－３５隐形战斗机中的垂直起降型机种，可实现短距离起
飞和垂直着陆，能适用于比普通航母甲板更狭窄的两栖
攻击舰。“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
队最大级别的驱逐舰，舰长２４８米，满载排水量约２．７万
吨，可搭载１４架直升机。由于具有航母般的全通甲板，一
直被外界视作“准航母”。目前，日本共有两艘“出
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据日本媒体报道，“出云”号升级为航母的具体改
造方案还在研究之中，包括提高甲板耐热性能以及舰载
机离舰方式。“出云”号改造成航母后可搭载１０架Ｆ－
３５Ｂ战斗机，用于离岛防卫及海上补给，计划在数年内投
入使用。日本反战团体“反对武器输出网络”代表杉原
浩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在建造“出云”号时

就设想到了将来实现其“航母化”的可能性。
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强化装备力量动作不

断。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日本“苍龙”级潜艇的第十号艇
“翔龙”号在神户正式下水，令日本的常规潜艇阵容
增加到１９艘。目前还另有两艘“苍龙”级潜艇尚在建
造之中。日本防卫省在２０１７财年预算及２０１８财年预算
草案中也分别划拨巨额资金用于研发建造两艘３０００吨

级别排水量的新型潜艇装备。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还
拥有两艘具有全通甲板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
就反导装备而言，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四艘“金
刚”级及两艘“爱宕”级“宙斯盾”驱逐舰，另有两
艘新型“宙斯盾”驱逐舰在建造和准备建造中，预计
将于２０２０年之后正式投入使用。此外，日本还计划从
２０１８财年起的４年内建造８艘新型驱逐舰，以强化日
本的岛屿防御能力。

《朝日新闻》指出，安倍正在逐步摆脱“专守防
卫”的制约。政府在财政困难的背景下依然选择扩充军
费，恐将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杉原浩司认为，“专
守防卫”原则基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所规定的“不
保持战力”，而“禁止拥有攻击型武器”则是这一原则
的重要体现。一旦该原则成为一纸空文，事态将会失去
控制，并开启无限制的军扩之路。他表示，这样做的后
果将会导致区域内新一轮军扩竞赛愈演愈烈，军事紧张
感不断增加。

（据新华社东京１月１１日电）

日本力求实现“出云”号航母化意欲何为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中央纪委１１日通报２０１７年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纪律审查情况。２０１７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５２．７万人，其中包
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５８人。

根据通报，２０１７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２７３．３万件次，
处置问题线索１２５．１万件，谈话函询２８．４万件次，立案５２．７万件，处分５２．７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４４．３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５８人，厅局级干部
３３００余人，县处级干部２．１万人，乡科级干部７．８万人，一般干部９．７万人，
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３２．７万人。

２０１７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５２．７万人

包括５８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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