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2 日 ，
2012年新泽西大
型航空特技表演
在美国新泽西州
南部空军基地举
行， 数十架次不
同类型的小型飞
机和军用飞机进
行了各种空中特
技飞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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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第5次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
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韩国总统李明博、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出席会议。 会议由温家
宝主持。 三国领导人回顾了中日韩合作的
进展， 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合作的目标和重
点，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看法。 三国领导人同意年内正式启动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并见证签署中日韩投
资协定。

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务实合作提出以下
建议：

第一，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
三国要密切协调， 确保年内正式启动三国
自贸协定谈判。 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开放、
公平和透明原则， 也要照顾彼此关切， 最
大程度实现互利共赢， 争取早日建成三国
自贸区 ， 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
力。

第二， 深化产业和金融合作。 以签署
中日韩投资协定为契机， 为三国扩大投资
合作创造稳定、 公平、 便利的环境， 促进
三国经济融合。 建设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
示范区， 扩大三国间贸易本币结算， 推动
东亚财金合作。

第三，加强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 继续
推进环境十大优先领域合作与联合行动计
划，探讨制定东北亚环境管理体制，推进中
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建设， 加强在城镇
化建设、新能源、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第四， 拓展社会人文交流。 三国要继
续努力， 增进三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
改善国民感情。

在谈到东北亚局势时， 温家宝指出 ，
我们要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有关问题，
重视各方合理的安全关切， 继续推进六方
会谈，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共同致力于
东北亚的长治久安。 当务之急是尽全力防
止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各方要
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 保持冷静克制和耐
心， 展示善意， 以缓解对抗， 重新走上对
话和谈判的正确道路。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
关于促进、 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13日
于北京正式签署。

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自2007年启动以
来， 历时5年， 中日韩三方先后进行了13
轮正式谈判和数次非正式磋商， 于2012年
3月下旬圆满结束。 该协定共包括27条和1
个附加议定书， 囊括了国际投资协定通常
包含的所有重要内容， 包括投资定义、 适
用范围、 最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 征收、
转移、 代位、 税收、 一般例外、 争议解决
等条款。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与韩国总统李明
博、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共同出席第四届中

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
温家宝指出， 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是着

眼未来的战略举措 ， 是三国工商界的期
盼， 三国决定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
判。 早日完成谈判并建成自贸区， 将有利
于发挥三国比较优势， 共同开拓市场， 促
进经济强劲、 可持续、 平衡增长， 激发东
北亚经济发展活力。 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
协定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欢迎日韩扩大
对中国投资， 也希望日韩两国成为中国主
要投资目的地。 中方倡议利用中国山东毗
邻日韩的区位优势， 建设中日韩地方经济
合作示范区， 并积极考虑在日韩选择合作
的区域， 建立三国产业合作基地。

温家宝说，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总
体良好。 我们有信心、 有条件、 有能力实

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13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韩国总
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

在会见李明博时， 温家宝表示， 中韩
即将启动两国自贸协定谈判， 双方要本着
互利共赢的精神加紧工作， 争取早日达成
一致。 温家宝祝贺丽水世博会开幕， 表示
中国将积极参加相关活动， 相信丽水世博
会将取得成功。

在会见野田佳彦时， 温家宝重申了中
方在涉疆、 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敦促日方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
神， 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谨慎、 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坚持两国关系
发展的正确方向。

温家宝主持第5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年内启动三国自贸协定谈判
中日韩正式签署投资协定

5月13日 ，
第 5次 中 日韩
领导人会议在
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 。 中国
国务院总理温
家 宝 主 持 会
议， 韩国总统
李明博 、 日本
首相野田佳彦
与会。

新华社发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阿富汗高级和
平委员会高级谈判代表大毛拉阿尔萨
拉·拉赫马尼13日在首都喀布尔遇袭身
亡。 过去两年，拉赫马尼是阿富汗政府谋
求与塔利班和解的关键谈判代表之一。

两年前 ， 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
扎伊设立高级和平委员会， 旨在与塔利
班和解谈判。 时为议员的拉赫马尼因在
塔利班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理兼宗教事务
部长一职， 与塔利班部分高层有交往和
交情， 因此受命代表政府接触塔利班谈
和解事。

喀布尔警方主管刑事调查的将军穆
罕默德·扎希尔13日告诉媒体记者 ， 拉
赫马尼当天上午在公办途中遇刺身亡。

“他的车陷入严重堵车时， 旁边一
辆车上的武装人员朝他开火 ，” 扎希尔
说 ， “他的司机甚至没有立即意识到
（后座上的 ） 拉赫马尼被打死 。” 警方
说， 没有捉到任何嫌疑人。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林红梅 钱春弦） 记
者13日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 ， 我国发布旅游安全提示
后， 在菲中国团队游客正在加快返国。

国家旅游局有关人士13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 根据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目前掌握的旅游团
上报信息， 13日我国在菲律宾旅游团队共有24个， 游客
682人。 5月14日、 15日共有7个团211人。

鉴于国家旅游局5月10日晚已发布旅游安全提示 ，
建议我国旅客近期暂缓赴菲律宾旅游。 为避免旅游安全
风险， 内地多数旅行社暂停赴菲律宾旅游的发团和报
名。 目前北京、 上海、 杭州等地飞往菲律宾长滩岛的包
机已经暂停。

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是菲律宾最主要客源国之一，
每年赴菲律宾旅游的人数在100万人次以上。

多数旅行社暂停赴菲游
在菲中国游客加快返国

据新华社广州5月13日电（记者 梁钢华）记者13日从
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获悉，从5月16日12时起，我国南海
大部分海域将进入为期两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届时，在
北纬12度以北至“闽粤海域交界线”的南海海域（含北部
湾），除单层刺网、钓业外，禁止其他所有作业类型生产。

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负责人介绍，位于南海最南端、
面积约82万平方公里的南沙群岛及其海域， 由于大部分
在北纬12度以南，因此基本不受此次休渔制度影响。而根
据农业部的规定，休渔期间，持有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前
往北纬12度以南的南沙海域生产的渔船， 必须严格执行
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 禁止在休渔海域生产。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 由于黄岩岛海域位于中沙群岛
海域， 位于北纬15度以北， 属于此次休渔制度的控制范
围。 但如果从事单层刺网、 钓业， 即不受影响。 根据农
业部 《关于2012年南海海域伏季休渔的通告》， 休渔期
间， 所有禁止作业的渔船一律停港、 封网。

黄岩岛海域
16日起进入休渔期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以农业现代化为主题的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 13日在京发布。 报告预计， 中
国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 达到上
世纪60年代农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在2050年前后达到
世界农业中等发达水平，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报告分析指出，中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38，排世
界第65位。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

报告建议研制 《中国人营养指南》， 并提出了中国
人每天的参考食谱： 六两粮食四两肉 ， 六两蔬菜一两
油， 一两鸡蛋二两鱼， 半斤水果一斤奶。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预计：
205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华晔迪 杨毅沉）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 下个交易周 （5月14日至18日）
两市共有22家公司共计15.02亿解禁股上市流通 ， 解禁
市值为167.57亿元， 为年内偏低水平。

据西南证券统计， 下周两市共有22家公司的解禁股
上市流通， 解禁股共计15.02亿股， 占未解禁限售A股的
0.20%， 其中沪市13.62亿股， 深市1.40亿股； 以5月11日
收盘价为标准计算解禁市值为167.57亿元， 其中沪市10
家公司为145.35亿元， 深市13家公司为22.22亿元。

统计显示 ， 下周两市解禁股数量是本周的2倍多 ，
解禁市值也是本周的2倍多， 但目前计算仍为2012年年
内偏低水平。

下周沪深两市限售股
解禁市值167.57亿元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证实， 13
日下午北京市怀柔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大客车与
一辆面包车相撞， 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 5人受伤。

经初步调查， 大客车逆向行驶是主要原因。 大客车
司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 。 据目击者介绍 ， 截至18时
许， 事故路段已经清理完毕， 道路恢复通行。

北京一大客车逆行与面包车相撞
致4人死亡

阿富汗和解
高级谈判遇刺身亡

5月13日， 在韩国丽水世博会的乐天展馆内， 观众
体验模拟热气球， 感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新华社发

本报5月13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告别了史上最
激烈的CBA赛季， 湖南球迷又迎来了今夏盛大的篮
球嘉年华活动。 2012雪碧 “真我飞扬” 篮球汇湖南赛
区选拔赛， 今天在湖南大学篮球场启动。

本次活动， 分为 “透心凉绿队 ” 和 “心飞扬黄
队” 两大阵营。 比赛内容包罗了篮球、 音乐和粉丝3
大版块。 无论是创意灌篮、 花式技巧等篮球才艺， 还
是有篮球元素的歌曲演唱、 乐器演奏等音乐才艺， 以
及为篮球、 为球星而疯狂不羁的 “粉丝秀” 等， 都可
以在这个舞台进行展现。 5月至7月， 选拔赛将在湖南
各大校园全面铺开。 脱颖而出的篮球达人， 将有机会
同两大阵营的队长———美国篮球巨星科比和华语乐
坛天王周杰伦同台竞技。

在今天的活动启动现场， 1000多名篮球爱好者参
与了击地传球、 音乐秀和粉丝游戏等互动活动。 湖南
大学学生郭阳表示， “去年， 我参加了雪碧篮球民星
争霸赛， 今年赛事升级至3个版块， 给了热爱篮球的
年轻人更多的展现舞台。 我会在篮球和音乐领域同
时报名， 看自己凭借哪一方面的实力走得更远。”

湖南迎来篮球嘉年华
雪碧“真我飞扬”篮球汇湖南赛区启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电 中
国名将吴鹏时隔1年， 再次在与美国
“飞鱼” 菲尔普斯的PK中胜出， 勇夺
美国游泳大奖赛夏洛特站男子200米
蝶泳冠军。

吴鹏在第一次转身前曾一路领
先， 但100米过后却被菲尔普斯和鲁
索超越。 最后50米， 中国高手凭借超
强的冲刺能力实现反超， 最终以1分
56秒69率先触壁。

北京奥运会8金得主菲尔普斯以
0.18秒的劣势位居次席， 南非名将鲁
索收获铜牌， 成绩为1分57秒54。

去年的密歇根站比赛中， 吴鹏就
曾战胜过菲尔普斯。 一年后再度赢得
巅峰战，吴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每个人都想战胜迈克尔 （菲尔
普斯）， 因为他是全世界游得最快的，
但我也想着站上领奖台 ，” 吴鹏说 ，
“伦敦能拿块牌子我就很开心了。”

北京奥运会排名该项目第4的吴
鹏将在伦敦奥运会上向着自己首个奥
运金牌梦进发。

而对于失利， 菲尔普斯则显得风
轻云淡。 “这不是奥运会， 只是通往
终点路上的一块基石。 类似的话我说
过好多次了， 确实， 沿途有很多小挑
战 ， 我更愿将它们称为 ‘小测验 ’，
去看看我到底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
步。”

最后50米实现反超

吴鹏力压“飞鱼”夺冠

空中芭蕾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为充分发挥国有大型旅游
企业特别是央企独特优势， 国务院国资委将与国家旅游
局共同推进我国大型旅游 “航母企业” 建设。

根据备忘录， 国资委和国家旅游局将积极支持中央
旅游企业发展， 支持中国港中旅集团、 中国国旅集团、
华侨城集团、 南光集团等以旅游服务为主业的中央企业
做强做优。 支持中央旅游企业加大主业投入， 打造有代
表性的精品景区、 拓展入境旅游业务、 在旅游新产品、
新业态开发中先行先试。 引导支持有条件中央装备企业
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 ， 优先发展旅游直升机 、 旅游房
车、 邮轮游艇、 景区索道、 滑雪设备、 游乐设施和数字
导览设施等大型旅游装备设施， 培育发展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各类户外休闲活动装备和旅游用品。

共同打造“旅游航母”
国务院国资委将与国家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