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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江西出现大暴雨

4 月 5 日 ， 人们行走在赣州市贡江上的
古浮桥上 。 从 4 月 4 日开始江西境内出现大
范围强降雨 ，各地暴雨不断 。 新华社发

■2013年 4月 6日 / 星期六
■编辑：刘静 版式：刘惠芳 校对：金杰

习
近
平
同
缅
甸
总
统
吴
登
盛
举
行
会
谈
时
强
调
︱
︱

坚
定 双方
不 要牢
移 牢把
推 握两
进 国关
中 系发
缅 展正
友 确方
好向
︱事
业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于 6日至 8日召开

新华社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5日在海
南省三亚市同缅甸总
统吴登盛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就发展中缅
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不断巩固
和加强双边关系，共
同推动中缅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

传递亚洲声音 探寻革新之路
论坛将为亚洲经济一体化“问诊把脉”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于 6日至 8日
召开，围绕经济复苏、改革创新、区域合作、民
生发展等议题，来自 4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
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聚首海南岛小镇
习近平强调，中 博鳌，直面革新挑战，求解发展难题。为梳理
国坚持睦邻友好政 本届论坛的热点和亮点，记者专访了博鳌亚
策，努力使自身发展 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等人士。
更好惠及包括缅甸在
内的周边国家，促进
本地区共同发展。缅 “豪华阵容”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甸朋友常说“水涨荷
空前的嘉宾阵容将使本届年会成为亚太
花高”。中方高度重视
中缅关系。双方要牢 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周文重说，习近平将首
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 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偕夫人彭丽媛出席论坛开
正确方向，在相互尊 幕式，届时还将有 7位总统、3位总理、2位议
重、平等互利基础上 长、1位联合国大会主席参会。此外，还有国
深化战略互信，坚持 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和比尔·盖茨、索罗斯
合作共赢，维护共同 等工商界巨头参会。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 43个国家和地
利益，不为风雨所动，
不为外力所扰，坚定 区的 2500多人确认参会，同时，有千余名中
不移推进中缅友好事 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记者和 150多名外籍
记者前来采访报道。
业。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高级总监韩秀梅
习近平指出，中
缅双方要加强双边关 说，虽然本次年会阵容庞大，但论坛积极践行
系政策指导和规划，保持高层互访，及时就重 绿色环保理念，不仅减少了鲜花摆放，而且在
大问题交换意见，确定合作目标。双方要推动 餐饮和住宿等方面也“厉行节约”。
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发展，中方鼓励和支持中国
企业参与缅甸国家建设，希望双方密切配合，
确保惠及双方的重大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双方
要开展多种形式人文交流，加强两国人民特别 为亚洲经济一体化“问诊把脉”
周文重表示，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远远
是青年学生友好交往。中方将继续同缅方保持
落后于欧盟及北美地区，在不少方面甚至不
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表示，中方衷心希望缅甸社会稳 及非洲。在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等背景下，地区
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支持缅甸走符合自 经贸壁垒等区域合作“短板”使快速增长的亚
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方支持缅方推进缅北 洲经济遭遇“瓶颈”，这需要周边国家“握拳发
力”。
和谈进程，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作为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认为，美国重返
亚太战略以及推动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吴登盛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 谈判，冲击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论坛目标是为亚太乃至地区外国家提
的宝贵帮助，珍视缅中传统胞波友谊和睦邻友
好关系。缅方期待着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保 供一个合作平台。”周文重说，相信本届论坛
持交往，推动缅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 多达 50场会议的“睿智火花”，将成为未来亚
新进展。缅方致力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稳定发 太区域合作的智力支撑。
展，希望继续得到中方支持，欢迎中国公司继
续参与缅甸经济建设。缅方愿努力推进缅北和
谈进程，希望继续得到中方支持。缅方将为推 设立分论坛探讨“亚美共赢”
动东盟同中国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翻开本届论坛的日程表，有关公共外交、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两国政府经
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双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等涉及地区安全的议题

嘉宾阵容如何？

论坛目标是啥？

议题设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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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 ，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 。

被引入论坛。据了解，这是论坛在议题设置上
一直希望实现的突破。
周文重说，年会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第
二任期内中美关系等国际关心的议题，专门
邀请美国前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以及中国
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参加，
并设立了闭门会议“大选后的美国与亚洲”进
行深入探讨，虽然双方目前都没有担任军内
要职，但其深厚的战略背景势必为闭门会议
增添地区安全议题的分量。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希雨
说，美国作为现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亚太地
区的发展不能没有美国，但是美国在美亚关
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将成为论坛讨论的重
点。

会议关注焦点？

聚焦中小企业“突围之路”

中小企业在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遇到
“融资难”
“弹簧门、玻璃门”等困难。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首次集中求解中小企业“突围之
路”。同时，相关论坛将发布《小微企业融资发
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详尽诠释小
微企业发展之路。
周文重说，围绕新兴经济体“失速”风险，
以及如何跨越“成长陷阱”等问题，与会的中
外政要、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将深入探讨。

出“革新”，其背景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
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从反思改革到转型创新，青年永远是革
新求变的重要力量。本次论坛尤为关注青年
话题，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将从多方面给予青
年精英展示理念和思想碰撞的空间。
新兴经济体大都属于“追赶型社会”，
青年人面临教育、就业、住房等多重压力。
本届论坛特别邀请台湾星云大师为青年讲
解心理压力的排解与消化，体现了对年青
一代的关怀。

企业面临机会？

与企业家对话将是“重头戏”

本届论坛，中外企业家将有更多发声
机会，其与中国地方政府领导的接触机会
也将增加。
7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领导
将带来“中原城市群”发展项目，在年会间
隙举行午餐会，与中外企业家举行“餐桌上
谈合作”。
除此之外，论坛还首次安排与会中国
领导人与中外企业家专场对话，同时安排
经济学家“六问”企业家等活动。（新华社 ）

有何青年话题？

关注青年的创新和压力

“越是在经济低迷的阶段，市场越需要变
革求新的火花。”周文重说，今年论坛主题突

美女礼仪静候博鳌论坛开幕

数亿元，引发社会关 瑞士玺乐集团昨日发表声明——
—
注。
同时，经陆丰市
︻新
曾被指承包公墓谋利
纪委常委会研究，报
本报综合报道 记者 4月 5日下 陆丰市委批准，对“坟爷”事件涉及的责
新华社电 瑞士玺乐集团
针对近期改标“天赋美素”
闻 午从广东陆丰市新闻办获悉，
4月
3
5日就其旗下产品天赋美素发
任人陆丰市潭西镇党委原任书记和现
奶粉流向市场事件在公众中引
追 日，汕尾市人大代表林耀昌因涉嫌非法 任书记，潭西镇政府原任镇长和现任镇 表公开声明，对美素问题奶粉事 发的担心和不安，玺乐集团表
长，陆丰市民政局原任局长、原分管殡 件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困扰表 示，向受此困扰的中国消费者父
︼踪 占用农用地被陆丰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今年 3月，陆丰原潭东村委会主任林键 葬管理工作副局长和现任局长等领导 示歉意，并称将提升对供应链的 母们致歉，并将努力提升对供应
国实名举报林耀昌违规经营公墓敛财 干部进行立案查处。
全程监督。
链的全程监督。
中广网电 广
己的犯罪行为后悔
东省珠海市首起“反
不已，并表示认罪。
日砸车”案日前公开
由于三人当庭认罪，
宣判，珠海市香洲区
如实供述罪行，考虑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犯罪情节的轻重，法
三人有期徒刑 7至
院在量刑时也予以
11个月。
车身。事后经过鉴定，12辆日系车一 轻，并且已经赔偿了部分受害人的损 了从轻处罚。被告和其家属都表示，
近日 ，7 万余株红豆杉树苗从
法院经过查证，去年 9月 17日 共受损失人民币 11000多元。
失，所以获刑有期徒刑七个月。
没有想到这种过激的行为触犯了国
四川引入北京落户 。 红豆杉是 250 凌晨，潘某、黄某、路某三人，借着酒
法院认为，涉案三人任意损毁他
案发后，三人积极赔偿了部分受 家法律，现在明白了砸坏的车辆是受
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 劲，三人分别骑上两辆摩托车，发现 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都构成了 损车辆的经济损失，得到了受损车主 损车主的合法财产，受到国家法律的
珍稀濒危物种 ， 属国家一级保护植 路边停有日本品牌的小汽车，就捡起 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决潘某、黄某有 的谅解。
保护，爱国情绪也应当理性地表达，
物。
新华社发 路边的石头，砸碎车玻璃，或者划伤 期徒刑十一个月。陆某因为罪行稍
开庭审理过程中，三被告都对自 不能触犯国家法律。

广东珠海反日砸车案宣判
3人分别获刑 7至 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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