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文化旅游展

“亚洲文化旅游展”将在5月16日
至18日举办，目前国内31个省（区、
市）和境外23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确
认参展。境外旅行商约200人，境内
约160人左右。柬埔寨和老挝两个国
家也将作为主宾国身份参展。展会期
间还将举办亚洲旅行商大会、中国文
化旅游推介会、亚洲遗产影像展和亚
洲文旅产品采购会等配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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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民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和国家医保局日前就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工作做出新部署，提出将救治病种扩大到
25种。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2019年农村贫困人
口大病专项救治的25个病种包括：儿童先心病、
儿童白血病、胃癌、食道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
期肾病、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急性心肌梗
死、白内障、尘肺、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骨
肉瘤、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
多药结核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
机会感染。其中，后四种为今年新增病种。

新部署要求，对2019年新增病种和新发病患
者，各省要尽快摸清底数，实行建档管理，发现一
例，建档一例，治愈一例，销号一例。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开展两年来，救治病种从开始的
9个逐步增加至25个，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了农
村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新华网）

农村贫困人口：

大病专项救治病种
将扩至25种

本报讯 5月14日，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启动会在深圳召开，16个城市和地区为期两年
的试点行动大幕拉开。

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从60个侯选城市中筛选
确定了11+5个城市和地区，作为“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11个城市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
（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许
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
市。与此同时，河北雄安新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福建省光泽县、江西省瑞金市
作为特例，参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并推动。

作为在全国首次提出“无废城市”及“无废社
会”建议的牵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
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是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的体现，“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将带来显
著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新华网）

全国16个城市地区
试点建设“无废城市”

本报讯 当地时间5月13日下午，第二批由
中国政府提供的71吨民生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
都加拉加斯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李宝荣向委政府转交了
这批由基本药品和医疗用品组成的民生物资。李宝
荣说，这批民生物资代表了中国人民对委人民的友
好情谊。在当前委经济民生出现暂时困难之时，中
方对委人民面临困难感同身受，希望这批民生物资
能减轻外部制裁对委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李宝荣说，中方相信委人民有能力实现自身
和平与稳定发展，中方将继续为促进委国内和平
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向委方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和支持。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交接
仪式上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向委人民提
供的切实帮助有助于减轻制裁造成的负面效应。

3月29日，中国政府向委政府提供了第一批
民生物资。此外，中方积极支持国际社会行动，决
定向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捐赠一笔资
金用于支持委政府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保障民生
需求。 （据新华网）

中国向委内瑞拉转交
第二批民生物资

商船遭 海湾地区火药味渐浓蓄意破坏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扎耶尼5月13日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此前发生在阿联酋领海水域的商业船只遭“蓄意破

坏”事件。扎耶尼表示，谋划和实施伤害地区航行安全、威胁平民船员生命之举，是局势的“危险发展和升级”。
这一事件无疑凸显海湾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由于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各方均密切关注海湾地区事态变化。

阿联酋外交部5月12日在一份声
明中透露，4艘商业船只当天在阿联酋
富查伊拉酋长国以东海域遭“蓄意破
坏”。声明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员伤
亡，也没有造成有害化学物质或燃料
泄漏，但没有说明破坏活动的具体内
容和实施方。

随后，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
产资源部大臣哈立德·法利赫13日表
示，两艘沙特油轮在阿联酋水域遭“蓄
意破坏”，导致船只“严重损坏”。

法利赫介绍，这一事件发生在当

地时间12日6时（北京时间12日10
时），其中一艘涉事沙特油轮正准备前
往沙特港口装载计划交付给美国客户
的原油。不过，沙特方面没有透露遭

“蓄意破坏”的油轮名称，也没有指认
嫌疑方。

部分媒体援引公开渠道卫星画面
报道，事发地没有起火或冒烟。

据了解，“蓄意破坏”事发地
靠近富查伊拉港口，位于海湾地区
战略要冲霍尔木兹海峡以南140公
里处。

有分析人士认为，商船遭“蓄意破
坏”，再次凸显海湾局势的危险性和复
杂性，进一步升级地区紧张局势，使得
海湾地区火药味越来越浓。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中东动作
频频，派“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
打击群和Ｂ－52型轰炸机特遣队前
往海湾地区，随后进一步部署一艘两
栖攻击舰和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
统作为支援。

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多名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12日表
态，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曾
是严重安全威胁，但现已变成“靶子”。

就目前情况看，美国还没有完成

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工作，目前的兵
力部署只能达到威慑目的。伊朗既不
愿意同美国直接开战，也不会心甘情
愿对美国低头服软。

美国已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
入恐怖组织黑名单，这是美国首次把
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列入该名单。一
般来说，列入这个名单的组织和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目标。

伊朗以牙还牙，把美军负责中东军
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和驻中东部队贴
上恐怖组织标签，使得后两者也有可能
成为中东一些武装组织的袭击目标。

可以说，美伊两国正在接近爆发
热战的“临界点”。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联合国安理会核可的多边协
议，对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及中东和平稳定至关重
要，应当得到完整、有效执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周在发布会上表示，中方
坚决反对美方对伊单边制裁和所谓“长臂管辖”，对美方
有关做法进一步加剧伊核问题紧张态势表示遗憾。

“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是各方共同责任，我们呼吁
有关各方都能保持克制、加强对话，避免紧张局势轮番
升级。中方将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继续为维护和执行
全面协议作出努力，同时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和正
当权益。”耿爽说。

伊朗 2015 年 7 月与美国等六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承诺限制核计划，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它的制
裁。美国 2018 年 5 月 8 日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步恢复对
伊朗制裁。

进入2019年，特别是最近一个月以来，美国和伊朗紧张
关系急剧升级：4月8日，美国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

“恐怖组织”；4月22日，美国宣布将停止8个伊朗原油进口
方的制裁豁免，以截断伊朗财政收入来源；5月3日，美国宣
布将不再续期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部分制裁豁免，以强化对伊
朗核活动的限制。

（据新华网）

事发地靠近富查伊拉港口

美伊两国接近爆发热战“临界点”

中方谈伊核问题 背景链接●伊核问题

5月13日,阿联酋外交部说4艘商船在其领海遭“蓄意破坏”。这是5月13日在阿联酋拍摄的富查伊拉港。
新华网 发

本报讯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月14日驳斥美
方有关中美经贸磋商言论说，立场倒退、违背承诺
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在中美两国经贸磋商已完
成95%的情况下，中方却收回了部分承诺。有评
论称，美方言下之意是中方立场倒退，导致磋商出
现了挫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磋商本身是讨论的过程，在讨论
过程中，双方存在分歧、有不同意见完全正
常。正因为存在分歧，所以才要继续磋商。在
磋商尚未结束、协议尚未达成的情况下，何来
违背承诺之说？

“纵观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究竟是谁在出尔
反尔，谁在反复无常，大家查一查过往的新闻就会
看得清清楚楚。”耿爽说，去年5月，中美双方就经
贸问题达成共识，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但几
天之后，美方就违背了双方共识。去年12月，中
美双方就中方对美贸易采购数字达成共识，但美
方却在此后的磋商中肆意抬高要价。“所以，立场
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耿爽表示，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中
方一贯重信守诺，在磋商中展现出了最大的诚意
和善意。希望美方能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诚信守诺的基础上，争取达成一个
互利双赢的协议。 （据新华网）

外交部谈中美经贸磋商：

相向而行
才能互相双赢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今日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大会始终坚持惠民导向，注重
吸引公众更多参与，努力增强公众的参
与感、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精心
设计亚洲文化嘉年华和亚洲文明周系
列活动，推出多场公益讲座、广场演出
和低票价的展演展览、电影场次，以满
足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尽力安
排好美食节的活动时间，以更好满足公
众参与需求。

（据央视网）

突出公众广泛参与
的办会原则4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观
众还可以欣赏到音乐会、戏剧、
舞蹈等各种异彩纷呈的艺术盛
宴。同时，文化和旅游部还参与
了“亚洲文化嘉年华”和“亚洲
文明巡游活动”境外演员的邀
请工作，截止到目前，大概有
750位外方艺术家将参演“亚
洲文化嘉年华”，有480位外方
艺术家将参加“亚洲文明巡游
活动”。 （据央视网）

本报讯 5月15日上午，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当
晚，习近平还将出席亚洲文化嘉年
华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除会议成果
文件外，此次大会还将在媒体、
智库、旅游、影视、文化遗产保
护等领域，签署一系列多边双边
倡议、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
成果和研究报告并出台具体务实
措施。

（综合）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大亮点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对
抗还是合作，这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
课题，也是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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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将紧紧围绕这个主题，顺应当前
合作发展大势，承载各国人民对文明交流的愿望，
就亚洲文明多样性和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进行深
入研讨，以进一步探寻文明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作用，进一步架构沟通各国
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

紧扣大会主题
回应“时代之问”1

大会立足亚洲、面向世界，覆盖了亚洲的
各个国家，又向世界各文明开放。这次大会
邀请亚洲47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实现了对亚
洲国家的全覆盖，这些代表既有来自文学、
艺术、影视、文物等各个领域有影响的名家
学者，还有包括智库、媒体、青年等不同界别
的代表参会。大会还邀请了域外其他国家
的代表参会，这就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
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搭建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

体现兼收并蓄
共同进步的文明理念2

大会包括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
嘉年华、亚洲文明周活动这四大板块，涉
及到相关的活动将达110多项，充分展示
亚洲文明的多彩魅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
蕴，充分展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流
交融。特别是亚洲文化嘉年华，是本次大
会的一个亮点，活动以亚洲“心连心 共
未来”为理念，将向世界呈现一场中外文
明大交流、多元文化大汇聚、多国民众大
联欢的文明盛事。

展现丰富多彩
和谐相处的文明多样性3

这些展览不容错过

▶这是5月13日晚拍摄的国
家会议中心。

新华网 发

“亚洲文明联展”包括艺术展和文物展。艺术
展是一个主展，同时还有四个附展，主展在中国美
术馆5月10日开幕，展名是“大道通融——亚洲艺
术作品展”。四个附展在北京不同的场馆来举办，
这里面包括有“文明匠心—亚洲非遗大展”“亚洲数
字艺术展”“甲骨文记忆展”和“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
—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这四个展览。
这些展览中，甲骨文记忆展是常设的展览，其他展
览将在5月7日到6月13日陆续呈现。

亚洲文明联展

文物展是“大美亚细
亚——亚洲文明展”将在
5月 13日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目前已经有亚
洲20余个国家的300件
（组）作品确认参展。“丝
绸之路国家博物馆馆藏
精品展”也被纳入到大会
框架。

文物展

“ 亚 洲 文 化 展
演”重点突出中国
香港、日本、韩国
和菲律宾联合打造
的 “ 亚 洲 芭 蕾 之
夜”，并于 5 月 14
日在北京天桥剧场
拉开帷幕。

亚洲文化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