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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将在海南博鳌举行。本次年会，以“开放创
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各国专家学者期待听到共商合作共赢大计、共
谋发展繁荣良方的博鳌声音、中国声音和亚洲声音。

中国智慧
凝聚各方开放共识

“对亚洲来说，和平与发展都很重要，
博鳌亚洲论坛则为讨论这些议题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受邀参加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的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校长成乐寅说：“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中国正在努力
做一些惠及他国的事。相信通过博鳌亚洲
论坛，中国将进一步展现坚持走合作共赢
道路的意愿。”

柬埔寨政府顾问、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柬埔寨秘书处负责人索西帕纳认为，当
前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博鳌亚洲论坛将对世
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问题施以广泛影
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政策将惠
及亚洲和世界。“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可能
中国就是答案。”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学者苏拉布·古普
塔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最大贡
献者，在即将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将
得到进一步凸显，“相信中国将继续承诺对
世界经济多元化的支持”。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社会经济研究
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说，中国对全球贸
易自由化的捍卫，为亚洲国家创造了很

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我们希望中国以
博鳌亚洲论坛为平台，继续捍卫自由贸
易体系，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
心剂。

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巴尤
米说，通过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中国与广
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断深化经贸
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继续在全球贸易
中扮演稳定器角色，希望中国经济增长继
续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繁荣发展。

亚洲力量
促进世界繁荣发展

“立足亚洲，博鳌亚洲论坛将发挥亚洲
作为世界增长重要贡献力量的作用，进而
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墨西哥城自
治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员何塞·路易斯·莱
昂－曼里克斯说。围绕开放创新的主题，
数字经济、新兴经济体、新一轮技术革命等
都将成为国际社会对本次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的关注点。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题专家
李仁良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重心正
在东移，亚洲和世界新兴经济体面临着经
济结构升级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各国都提
出创新驱动发展规划，如泰国 4.0 发展战
略、“中国制造 2025”等，都代表着未来经
济发展的方向，将给世界带来可持续的经

济繁荣。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商会董事施迈

尔·达乌德说，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
革，面临许多潜在风险和困难，为确保经济
持续繁荣，亚洲国家应向中国学习，利用好
创新驱动战略所创造的机会，“这是未来实
现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意
义的重要地区论坛，正在成为亚洲版的世
界经济论坛。”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
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认为，本次年会将
要讨论的创新驱动发展是亚洲经济体可以
取得长期成功的重要推动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彼
得·德莱斯代尔认为，亚洲国家必须捍卫一
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在本地区乃至世
界范围推动开放和改革，这将提升亚洲的
增长潜力，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对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

命运与共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认
为，人类的未来，必将是世界各民族超越种
族和文化差异、因共同命运而聚集到一起
并建立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在当今世界
格局的转型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
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最佳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正是亚洲各国推动构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平台。”肯尼亚内
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师盖里雄·伊基亚
拉说，亚洲经济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也迎
来重要机遇期，亚洲各国只有增强互信、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推动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更好地给世界带来可持续
的经济繁荣。

印度尼西亚大学副校长扎卡里亚·阿
菲夫说，全球化进程处在十字路口，这让我
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主题有了更
深刻理解。中国坚持的发展方向、秉持的
发展理念，为地区和世界建立合作与信任
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博鳌亚洲
论坛是一个推动亚洲国家携手共创美好未
来的重要平台。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
口清之说，2010年后亚洲经济圈便已甩开
欧美而逐渐成为世界经济领跑者，为了进
一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亚洲各国需要加
强区域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这是亚洲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认为，全
球化进程把亚洲各国命运紧密联系到一
起，任何一个国家要谋求发展，必须有和平
稳定的国际环境，要和其他国家发展互惠
的合作关系，这应该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新华社贵阳4月7日电（记者 潘德鑫）贵州省六盘水市纪委
近日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
酒的规定》的典型案例，多名干部置“禁酒令”于不顾被处理。

根据通报，2017年10月17日，六枝特区新场乡驻村干部唐永
福、吴学其、石军到落龙村检查计生工作，当天下午 1时至 4时，3
人与落龙村委会主任吴胜华、原村纪检员罗贤在村计生专干汪洪
全家就餐并饮酒。2018年1月，以上6人被立案审查。

2017年 9月 5日，六盘水市医药公司党支部书记周萍受公司
领导委托，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药品供货商。用餐期间，周萍应
供货商要求，提供了1瓶价值12元的雪花纯生啤酒给其饮用。在
报销该接待费用时，12 元的购酒费用因未通过审核而未报销。
2017年9月，周萍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2018年 2月 9日下午 5时许，盘州市鸡场坪镇党政办公室副
主任杜会政在参加盘州市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受其亲戚
邀请，在红果城区一餐馆就餐并饮酒后回到代表驻地。2018年3
月，杜会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此次被通报的还有水城县木果镇蒿枝村党支部副书记、纪检
员杨光贵工作日午间饮酒问题及钟山区发改局党组成员、区铁建
办专职副主任阮文革违规超标准接待问题。其中，杨光贵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阮文革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7年 9月 1日，《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正式实
施。规定明确，贵州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将一律禁止提供任何酒
类，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包括私人自
带的酒类。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近期“快手”
“火山小视频”直播短视频平台传播涉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社
会舆论反映强烈，国家网信办近日依法约谈“快手”和今日头条旗
下“火山小视频”相关负责人，提出严肃批评，责令全面进行整改。

经查，“快手”“火山小视频”未能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出于博
取眼球、获取流量目的，疏于账号管理，任由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
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
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

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快手”“火山小视
频”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王乐乐”“杨青柠”“仙洋”“牌牌
琦”“陈山”等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禁止其再次
注册直播账号。“快手”及“火山小视频”相关负责人表示完全接受
处罚，将进行彻底整改，暂停更新有关频道5天，禁止未满18周岁
的未成年人注册网络主播，已有账号一律关停，进一步完善审核
管理机制，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算法，积
极传播正能量。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直播短视频平台应引以为
戒、举一反三，主动加强自查自纠，及时处置违法违规及低俗不良
信息。今年 3月以来，国家网信办已依法关停“夜车直播”“月光
秀场”等 70款涉黄涉赌直播类应用程序。相关平台累计封禁涉
未成年人主播账号近 5000个，删除相关短视频约 30万条。下一
步，国家网信办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
监督管理，净化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空间。

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记者 周舟）现在许多致病细菌对
已有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成为困扰全球医疗界的一个大问题。
美国和法国研究人员报告说，发现了一种新型抗生素，有望用于
治疗耐药性细菌感染。

这项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学术刊物《分子细胞》上。新型
抗生素名为ODL，由一种与线虫共生的细菌天然产生，这种细菌
为了与其他细菌竞争，分泌了这种可杀灭其他细菌的物质。

法国诺索药业公司研究人员筛查了该细菌的 80个菌株，从
中分离出了能用作抗生素的活性物质，并分析了其化学结构。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研究人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抗生素
的工作机理。

研究显示，ODL作用于细菌细胞的核糖体。此前许多抗生
素也以核糖体为靶点，但 ODL 有所不同，它与核糖体的结合部
位，是其他已知的抗生素没有利用过的。因此，如果一些致病细
菌对其他抗生素有了耐药性，仍可以尝试用ODL对付它们。

动物实验也证实，这种新抗生素对有耐药性的革兰氏阴性菌
和革兰氏阳性菌都有效果，特别是可用于对付被称为“超级细菌”
的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这种细菌对几乎全部已有抗生素都产生
了耐药性，并且它感染患者后的致死率高达50％。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耐抗生素细菌是全球健康面临的重
要威胁之一，是死亡率增加和医疗费用增长的重要原因。

新华社首尔4月6日电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6日对前总
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朴槿惠 24年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180亿韩元（1韩元约合0.006元人民币）。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认定，2017年4月韩国检方起诉朴槿
惠的 18项罪名中 16项成立，包括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胁迫企业
等多项核心罪名。当天，朴槿惠没有出席审判，但法院表示她已
通过首尔看守所提交了拒绝出席的事由书。

单边主义引发市场恐慌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发表声明说，他已
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
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关税是否合适。

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6日回应
说，中方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必定予以坚
决回击，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坚决
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受中美经贸冲突影响，6日纽约股市三
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
种股票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比前
一交易日下跌 2.34％、2.19％和 2.28％，其
中道琼斯指数盘中一度暴跌逾700点。

同时，衡量投资者恐慌情绪的芝加哥
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又称“恐慌指数”）飙

升13.46％，收于21.49。
对中美经贸冲突担忧加剧也令国际油

价走势承压。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 2018
年 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48
美元，收于每桶62.06美元，跌幅为2.33％。

担忧情绪蔓延使得黄金等避险资产的
需求增加。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
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6月黄金期价比前一
交易日上涨 7.6美元，收于每盎司 1336.1美
元，涨幅为0.57％。

贸易保护无助解决问题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
一再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不但不能改善美
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还将引发金融市场波
动，损害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全球经
济复苏的后腿。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
恩·泰勒表示，美国政府试图绕过世界贸易
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采取独断专行的单边
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部全球首席策略师
戴维·凯利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
因为财政预算赤字过高等因素引起，在已
启动减税改革的背景下，挑起与中国的贸
易战并不明智，无益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
也不利于美国金融市场稳定。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金融与经济教授斯蒂
芬·马吉也认为，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甚
至挑起贸易战无法真正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
迪说，当前美国的工资和物价上涨压力正
在不断增加，较高的关税只会加剧这些压
力，并导致美国丧失更多就业机会。

新华社纽约4月6日电

亚洲进入博鳌时间全球期待中国声音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因传播涉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
“快手”“火山小视频”被约谈

贵州六盘水：

多名干部因“酒”被“究”

新型抗生素
有望用于对付耐药细菌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一审被判24年有期徒刑

清明小长假期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乐享假期。图为4月6日，孩子们在湖北省宣恩县椒园镇水田坝
村的茶园里体验茶叶采摘。

4月6日，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里，30多名孩
子在博物馆课外老师的帮助下制作河灯，参与“以
灯寄情、以河载恩”活动。图为当日，孩子们在博物
馆院内的景观湖放自己制作的河灯。

近日，受上游融冰开河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桃花汛”景观，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图为4月6
日，游客在壶口瀑布拍照留念。 新华社发

美股暴跌“回应”特朗普对华再征税威胁
□ 新华社记者 王乃水李铭

美国政府称考虑再对中国
1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
关税，令投资者对中美爆发
大规模贸易冲突的恐慌情绪

加剧，纽约股市6日遭遇重挫，三大股
指收盘跌幅均超过2％。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一
再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不但无助于缩减
美国贸易逆差，还会造成金融市场不稳
定等后果，这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
义行径将损害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