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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上接第一版）第三，坚持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
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
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
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
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
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
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
互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
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
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
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
必要支撑；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
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
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
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
平台；愿同各国加强各界交流，打造智库
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
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创造条件；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
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
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
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
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
开放体系，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
仁善邻、
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
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
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
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
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
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
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
界。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
明的美好未来。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

洛普洛斯、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卡
总统西里塞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也在开幕
式上致辞。他们表示，世界是多元的，不
同国家、民族和文明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
的世界。不同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
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明，没有任何一种
文明可以对其他文明居高临下。要相互尊
重，尊重文明的差异性、独立性和多样
性。要加强文明之间沟通对话和交流互
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和人类的繁荣进步。所谓“文明冲突论”
十分错误，将破坏甚至切断文明沟通的桥
梁。正是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和
极端主义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盾和冲突。
感谢习近平主席倡议举行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这为亚洲国家及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提
供了重要平台，在当前形势下恰逢其时，
意义重大深远。亚洲国家同呼吸，共命
运，要加强对话交融，增进相互了解，共
享繁荣亚洲。要秉持亚洲文明开放包容的
价值观，加强同域外其他文明的交流互

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 315 . 94 元

鉴，共建和谐世界。
外方领导人表示，
古老的中华文明为世
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
构想，
是当代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
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各国要把握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机遇，构筑民心相通，促进和
平、
友谊、
合作，
共圆美好梦想。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
毅、何立峰等出席。
黄坤明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在迎宾厅同外方领
导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中外领
导人共同参观文物展，观赏了来自中国、
斯里兰卡、新加坡、希腊、柬埔寨、亚美
尼亚的精品文物，并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
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
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举办开幕
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
文明周四大板块共 110 余场文明交流活
动。约 1200 名中外嘉宾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郑明
达 王卓伦）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 15 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同出席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出席
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
王沪宁出席。
孟夏的北京，惠风和畅，万物并秀。
夜幕下，国家体育场“鸟巢”灯光绚烂，
青春涌动。
19 时 59 分，在雄壮的《命运共同
体》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柬埔寨
国王西哈莫尼、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
纳、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等外方领导人
及配偶共同走上主席台。
宛若银河的灯光点阵在空中呈现倒计
时数字，现场观众齐声呼喊：10 、9 、8 、7 、
6 、5 、4 、3 、2 、1 ！一场以“青春嘉年华，共
圆亚洲梦”
为主题的文化盛宴拉开大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致辞，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
嘉宾和艺术家们。习近平指出，亚洲各国
都有古老灿烂的文化，既独树一帜、各领
风骚，又和谐共生、交相辉映。亚洲文明
的多样性赋予了亚洲文化更为丰富的色
彩、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今晚，艺术将跨
越民族、穿透心灵、沟通思想，向世界展
现一个光彩动人的亚洲、活力澎湃的亚
洲、和平进步的亚洲。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亲
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望
邻好”。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亚洲各国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
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携手共创
亚洲和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宣布：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正
式开始！
恢弘的音乐响彻夜空，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巨型徽标出现在大屏幕上，象征着亚
洲文明交流对话的六瓣牡丹绽放开来。
演出在交响互动大合唱《我们的亚细
亚》中震撼开场。来自多国的青年歌手和
联合乐团共同演唱这首嘉年华活动主题
曲。舞台上，亚洲各国青年高举本国国
旗，在少年儿童簇拥下登场，汇聚成旗帜
的海洋。
舞台下，
各国代表乘花车巡游而过。
舞蹈《火之激情》融汇了 9 个国家独具特色
的民族舞蹈。
歌曲
《风与花的边界》
以高亢悦
耳的歌声唱出欢聚的友情。
中、
日、
韩鼓手共
同演奏打击乐《鼓舞飞扬，百舸竞渡》，铿锵
的鼓点奏出亚洲奋进的昂扬。手姿舞蹈《丝
路绽放》描绘出丝绸之路穿越古今，世界各
国共建共享幸福未来的美好愿景。
京剧表演
《盛世梨园》将中国国粹之美呈现得淋漓尽
致。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
利在中国音乐家的伴奏下演唱歌剧《图兰
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睡》。歌舞《亚洲

风情》奉上各国风格各异的歌舞。武术
《墨之韵》抒发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怀。舞蹈《吉祥
吉祥》以孔雀开屏和彩蝶飞舞传递美丽的
祝福。舞蹈《青春亚洲》舞动时尚，唱响
未来。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中，各
国艺术家欢歌曼舞。歌舞《远方的客人请
你留下来》由中外歌唱家和舞蹈家共同呈
现，留住友谊，不忘朋友。合唱《光耀亚
洲》唱出亚洲人民命运与共，共享幸福梦
的共同心声，将演出推向高潮。在经久不
息的掌声和乐曲声中，演出落下帷幕。
今夜的“鸟巢”激情澎湃，今夜的北
京惊艳世界！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
毅、何立峰等出席，黄坤明主持活动。
亚洲文化嘉年华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重要活动之一，约 3 万名观众现场欣赏了
这一文化盛宴。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 发挥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多重效应
确定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的措施 推进产业提质升级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5 月 1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发
挥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多重效应；确定发
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创新能力的措施，推
进产业提质升级。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进一步推进网络
提速降费、增强网络基础能力，不仅给企
业和群众增便利添实惠，更能拉动有效投
资和消费、带动扩大就业、发挥数字经济
等新动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是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一举多得之
策。会议确定，一是把加快网络升级扩容
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着力点。今年实
现光纤到户接入端口占比超过 90% ，在

遗失声明
▲张梓铖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 1656110222 ，声明作
废。
▲何锦鹏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 1754400420 ，声明作
废。
▲雁山区就算了吧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50311MA5NCB1P3B ，声明作废。
▲崔紫欣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 1755400208 ，声明作
废。
▲覃胜林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 1656410220 ，声明作
废。
▲象山区和民面馆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00 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
推动固定和移动宽带迈入千兆时代。针对
农村、边远地区等薄弱环节，全年扩容及
新建 4G 基站超过 60 万个，实现全国行政
村覆盖率超过 98% 。二是突出增强工业互
联网、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网络能
力，加大有效投资力度。加强工业互联网
专线建设。年内实现全国中小学宽带网络
接入率达到 97% ，普遍具备百兆接入能
力。推动县级以上医院和医联体专网全覆
盖。三是落实降低资费要求。推动基础电
信企业通过下调资费价格、免费提速升档
等方式，年内实现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
降低 15% ；通过实施普惠制套餐升档降
费、大幅降低套餐外流量单价、针对低收
入和老年群体推广“地板价”资费，多措
92450304MA5N7P8B4M ，声明作废。
▲曹阳遗失警官证壹本，证号为：
301198 ，声明作废。
▲七星区安源环保设备贸易商行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50305600150185 ，声明作废。
▲七星区安源环保设备贸易商行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为：桂国
45232319720908041801 ，声明作废。
▲七星区安源环保设备贸易商行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为：桂国
45232319720908041802 ，声明作废。
▲象山区时代旅馆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为 ：
450304600084369 ，声明作废。
▲灵川县康亿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桂 C62225
(黄色)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为： 450323517529 ，声明作废。
▲灵川县康亿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桂 C3128
挂(黄色)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

并举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 20% 以
上；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间流量“漫游”
费降低 30% 。四是 11 月底前在全国全面
实施“携号转网”，深入做好准备工作。
严查擅自增加办理条件等行为。五是清理
规范套餐设置，年内再精简目前在售套餐
数量 15% 以上，推动解决数量多、看不
懂、选择难等问题，让消费者得到更多实
惠。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提高创新能
力，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要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加大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政策落实力

证号为： 450323517528 ，声明作废。
▲象山区刘氏日用品经营部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50304600075528 ，声明作废。
▲叠彩区极锐广告工作室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为 ：
450303600125862 ，声明作废。
▲周云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学生证，
学号为：1552200231 ，
声明作废。
▲秦晨晨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
学号为：1854300111 ，
声明作废。
▲王瑛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学生证，学号为： 1752400203 ，声明作
废。
▲孙梦倩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为： 1854400508 ，声明
作废。
▲胡秀英遗失残疾人证，残疾证号为：
43312519680319292744 ，声明作废。
▲张永鲟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驳民进党当局
淘宝网购影响台民众投票言论

国台办：
无中生有 、
颠倒黑白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石龙洪 赵博 查文晔）
针对民进党当局日前称，台民众在淘宝网购时可能被收集个人
资料，进而其投票行为会受影响操纵，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5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这完全是一种似是而
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很不负责任的言论。
马晓光指出，现在民进党当局不仅对岛内加强各种控制，
分化台湾社会，打压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人士，制造一种所谓
的“绿色恐怖”，而且企图转移焦点，嫁祸于人，拼命煽动两
岸对抗，升高两岸敌意。两岸同胞都不会上当。
马晓光在发布会上答问时还指出，我们多次就民进党当局
和“台独”势力的“台独”言行做出批驳。我们对“台独”绝
不容忍，也绝不含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的维护和保障，当然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一切与此相悖的行径都是徒劳的。
有记者问：台当局有关主管机关日前就吕秀莲提出的所谓
“和平中立公投”举办听证会。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图
谋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两岸关系的行径。

香港中联办：

修订《逃犯条例》
既有法理依据
又有现实迫切需要
新华社香港 5 月 15 日电（记者郜婕）中央政府驻香港特
区联络办公室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精神。会议指出，香港特区政府近期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
建议，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需要。
会议指出，一方面，香港基本法第 95 条明确规定，香港
特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
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修订《逃犯条例》可以建立地区间的
司法协助关系，也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更是维护香港法
治核心价值和巩固提升香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举措、应有作
为。
另一方面，修订条例可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堵塞现有法
律漏洞，使涉及
“人命关天”甚至
“一尸两命”的严
重犯罪嫌疑人及时
得到惩治，避免香
港成为
“逃犯天堂”
。
“避罪港湾”
桂林市米粉行业协会即将重新登
会议指出，据
记，为确保广大会员及业务来往单位
不完全统计，香港
回归以来，内地公
和个人的利益，理顺相关债权债务关
安机关克服法律障
系，请与桂林市米粉行业协会存在债
碍，已向香港移交
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于 5 月 22 日前
260 余名犯罪嫌疑
人，包括“空姐藏
前往桂林米粉行业协会处理，逾期视
尸”案疑犯、尖沙
为无债权债务关系。联系人：赵艳
咀珠宝钟表店劫案
春， 0773-2899903
5 名疑犯等，有力
支持香港打击犯
桂林市米粉行业协会
罪，助力香港成为
2019 年 5 月 16 日
当今世界最安全城
市之一。

声 明

度。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完善以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发展创投、风投等基金，鼓励金融机构提
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比例支持企业创新。
二要紧扣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强化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制造业加快向智
能、绿色、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把工业
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
进步有机结合。三要完善创新体系，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推动重大科研设施、基础
研究平台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支持企业
深入开展“双创”，集聚社会创新资源。
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服务。四要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鼓励企业开展国
际创新合作，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修订。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侵权惩罚力度。

院学生证，
学号为：1855100110 ，
声明作废。
▲秀峰区鸿运劳保用品经营部遗失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为 ：
450302600140582 ，声明作废。
▲象山区舒美内衣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为： 450306600104652 ，
声明作废。
▲临桂兴源食品自选店遗失通用定额发票一
本(并列二联百元版)，发票起讫号为：
00426801 — 00426900 ，声明作废。
▲临桂兴源食品自选店遗失通用定额发票一
本(并列二联伍拾元版)，发票起讫号为：
05338201 — 05338300 ，声明作废。
▲桂林市明仔米粉店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 、 副 本 ， 税 号 为 ：
45030419641123151X01 ，声明作废。
▲陈峰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学生证，学号为： 1655500124 ，声明作
废。
▲桂林市心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罗沙 陈菲）最高人民法
院于 5 月 15 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作出
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315 . 94 元。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下发通知，要
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
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315 . 94 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
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布， 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 82461 元。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各级人
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
准执行；
各级人民检察院 5 月 15 日起执行该日赔偿标准。

可证，核准号为： J6170001313601 ，声
明作废。
▲桂林市心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为 ：
G994503040013160D ，声明作废。
▲ 黄 钦 佩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303197511041025)遗失桂林市职工
大 学 毕 业 证 书 ， 学 校 编 号 为 ：
062000089 ，声明作废。
▲宁嘉仪遗失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
药学院学生证，学号为： 2015210146 ，
声明作废。
▲ 何 杏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326198512072121)遗失桂林市卫生
学校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号码为：桂教中
专毕字(2005)第 25175 号，声明作废。
▲徐丽丽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学生证，学号为： 1664400338 ，声
明作废。
▲陈红遗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专用收据第一、第二联，收据号为：
00036707 ，声明作废。

公告
本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桂林坤捷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桂林七饭吧餐饮有限公司

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
▲李 麟
▲闻小平

450323199309060315
450304196409200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