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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受贿案一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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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8日在海南省博鳌同出席博
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
代表座谈。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广阔，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奉行
对外开放政策，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
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
作出更大贡献。

32位中外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会。6位中外企业家代表发言。

听取企业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仍
然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复苏将是一个
曲折漫长过程。 亚洲经济增长较为强

劲。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形势总的是

好的。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处于发
展上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带来巨大国内市场空间，社会
生产力基础雄厚，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
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确定了“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些目
标必将给中国经济源源不断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经过我们努力，经济增速
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中国将
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
效益上来， 下大气力推进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市场环境是公平
的。所有在中国内地注册企业，都是中
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动摇，继续加强法
治建设，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实现
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
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把
中国市场环境建设得更加公平、更富有
吸引力。 我们利用外资政策不会变，依
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

习近平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
关上。过去10年，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
诺，商业环境更加开放和规范。中国将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
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的大门将继续

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希望外国的大门也
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我们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愿通过协商妥
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
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
贸体制。

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是惠及世界
的。中国的发展首先惠及邻国。2012年，
中国前往东亚和南亚国家的游客达
1576万人次。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作出
了重要贡献。未来5年，中国需要进口10
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也将持
续较快增长，我们正大力推动同周边国
家的互联互通，所有这些举措都将为本
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

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南京4月8日电 江苏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日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黄
胜受贿案。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1998年下半年至2011年8月，黄胜在担
任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中共
德州市委书记、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
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或者
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先后多
次收受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蔡红军、 德州大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原董事长白寒冰等21个单位或个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23万
余元， 应以受贿罪追究黄胜的刑事责
任。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
者8日从司法部获悉，《司法行政
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正
式发布，并将于2013年6月1日起
施行。规定明确指出，戒毒人员入
所后，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书面
通知其家属， 通知书应当自戒毒
人员入所之日起5日内发出。

该规定包括总则、场所设置、
接收、管理、治疗康复、教育、生活
卫生、解除、附则共九章65条。

规定指出， 强制隔离戒毒所
接收戒毒人员时， 应当核对戒毒
人员身份，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
填写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健康
状况检查表。 戒毒人员身体有伤
的， 强制隔离戒毒所应当予以记
录， 由移送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和戒毒人员本人签字确认。 对怀
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
婴儿的妇女，不予接收。规定对戒
毒人员权益进行了全面的保护。

司法部：
强制隔离戒毒应书面通知家属

据新华社平壤4月8日电 据朝中
社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养
健当天发表谈话宣布， 朝鲜将从开城
工业园区撤出全部朝鲜工人， 暂时中
断园区运转，并将讨论是否保留园区。

金养健说， 目前由于美韩的反朝
敌对行为，朝鲜半岛处于“严峻的战时
状态”。韩国“保守势力”将开城工业园
区作为对峙场所，企图“寻找侵朝战争
挑衅借口”，园区处于严重危机中。

金养健说， 有关撤出朝鲜工人和暂
时中断园区运转等重大措施， 将由朝鲜
中央特区开发指导总局负责执行。 今后

事态如何发展， 完全取决于韩国当局的
态度。

据新华社首尔4月8日电 韩国国
防部发言人金珉奭8日表示， 韩国政府
目前并未观察到朝鲜即将进行第四次
核试验的征兆。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金珉奭表
示，尽管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里最
近车辆、物资和人员活动频繁，但政府
认为这属于“正常的日常活动”，韩方并
未观察到异常情况。

但他称，朝鲜已做好准备，只要下
决心，随时都可能进行核试验。

朝鲜将从开城工业园区
撤出全部朝鲜工人
韩说未观察到朝核试征兆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蔡矜宜）经
过8天的激烈角逐，2013年全国游泳冠
军赛暨全运会预选赛今天在河南郑州
全部收官。最终，包括李玄旭、黄朝升在
内的12名游泳湘军获得全运会门票。

在今天进行的女子400米混合泳
预赛中，伦敦奥运会此项目季军、我省
名将李玄旭以4分50秒22排在第8位，
有惊无险地晋级决赛。 伦敦奥运会冠
军得主、浙江选手叶诗文保留体力，游

出4分45秒88的成绩，以预赛第二的身
份跻身决赛。最终，李玄旭在决赛中游
出4分41秒49的成绩名列第4位， 轻松
获得全运会资格。

据省游泳中心主任夏学海介绍，
我省共派出4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次冠
军赛，虽然对手实力强劲，但湘军还是
克服困难顺利完成预期目标。“整体表
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这次比赛的
目标就是出线， 有12名运动员获得了

全运会参赛资格已经达到了之前设定
的目标。”

李玄旭在伦敦奥运会上为湖南人
争夺了荣誉， 成为我省游泳史上第一
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运动员。 但在本
次冠军赛上李玄旭遗憾无缘奖牌，赛
后她透露近期状态并不是太好，“对手
的实力是不可小觑的， 只能化压力为
动力继续好好练， 争取在全运会前调
整到最佳状态。”

全国游泳冠军赛收官 12名湘军获全运会门票

“明日之星”网球训练营长沙开营 挖掘下一个彭帅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王

亮）2013梅赛德斯·奔驰“明日
之星”青少年网球训练营长沙
站今天开营，40余名12岁以下
的网球选手将进行为期5天的
训练和比赛。训练营教练杜建
宇表示，“我们希望能在湖南
发掘出第二个‘彭帅’。”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首次
训练中，40余名选手被分为两
组，先后进行了热身、脚步移
动、挥拍等训练项目。虽然训
练期间一度下起阵雨，但并未
浇灭这群“网球少年”磨炼技
术、展现才华的势头。

来自长沙市仰天湖小学
的曾子萱今年9岁， 已练习网
球2年半， 与其瘦弱的外形相

比， 她在场上的表现却不亚于
12岁的选手。同时，曾子萱还有
一个远大的梦想，“我想要成为
世界冠军。”

杜建宇在训练中表示，“湖
南孩子不是十分高大， 但动作
灵活，领悟力高，在今天的训练
中，我就发现了几个好苗子。中
国网球金花彭帅便是湖南湘潭
人， 我也希望能在我们的训练
营中挖掘出下一个‘彭帅’。”

“明日之星”青少年网球训
练营采用训练和比赛结合的形
式， 每站的男女单打冠军将入
选10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训
练营，并有机会参加2014国际
训练营。2013年该训练营全国
共有8站，长沙是第3站。图为训练营选手在训练中挥拍。 本报记者 王亮 摄

她是英国首位女首相
她连续任职时间最长 撒切尔夫人“平静”离世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8日上
午在博鳌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
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时
强调， 大陆方面对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决心是坚定的，方针政
策是明确的。 我们将保持对台大
政方针的连续性， 继续实施行之
有效的各项政策， 促进两岸关系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更好造福
两岸同胞。 两岸同胞要真诚团结
合作，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对促进两岸合作提出
4点希望。

第一， 希望本着两岸同胞一
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两岸经
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 我们会更
多考虑台湾同胞的需求和利益，
积极促进在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
加快给予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同
等待遇， 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提
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二， 希望两岸加强经济领
域高层次对话和协调，共同推动经
济合作迈上新台阶。有必要更好发

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内经济
合作委员会的功能， 加强形势、政
策、发展规划沟通，增强经济合作
的前瞻性和协调性。要加快拓展产
业合作，扩大双向投资，深化金融
服务业合作，探索新的合作途径。

第三， 希望两岸加快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后续协议商谈进程，
提高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 两岸
应该争取尽快签署服务贸易协
议，力争在年内完成货物贸易、争
端解决等议题的磋商。 两岸可以
适时务实探讨经济共同发展、区
域经济合作进程相衔接的适当方
式和可行途径， 为两岸经济合作
增添新的活力。

第四， 希望两岸同胞团结合
作， 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大陆和台湾取得的每一
项发展成就， 都值得两岸中国人
自豪。 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 就是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只要两岸
凡事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考
虑， 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困难和阻碍， 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会见萧万长
对促进两岸合作提出4点希望

据新华社伦敦4月8日电 英国前首
相玛格丽特·撒切尔8日早晨因中风去
世，享年87岁。

撒切尔夫人的发言人蒂姆·贝尔和
撒切尔夫人的子女发表简短声明说，她
去世时“很平静”，希望人们不要赠送鲜
花，而代之以向医疗和慈善机构捐赠。

属于英国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于
1979年到199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是
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19世纪初以来
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得知她突然
离世的消息后，英国各界人士纷纷以不
同方式表示哀悼。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听到撒切尔
夫人去世的消息， 我感到非常悲伤，我
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首相
和伟大的英国人。” 正在西班牙访问的
卡梅伦决定缩短访欧行程，当天返回英
国处理撒切尔夫人善后事宜。

英国白金汉宫发言人说，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对撒切尔夫人离世感到难过，
她私下会对撒切尔夫人的家人表示慰问。

英国首相官邸、英国议会和白金汉宫
等建筑物当天纷纷降半旗志哀。

英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撒切尔
夫人的葬礼将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规
格与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
和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相同。

撒切尔夫人在政坛以作风硬朗著称，
毁誉参半，被反对者称为“铁娘子”。1982
年，英国和阿根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

问题打了一场持续74天的战争，撒切尔夫
人充分展示了其“铁娘子”作风。

1984年12月撒切尔夫人访华期间，
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

联合声明。对中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
国两制” 构想， 她曾评价说：“‘一国两
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
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

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
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
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
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据新华社杭州4月8日电 记者
8日晚从浙江省委政法委获悉，浙
江省已经成立由省市有关部门组
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张辉、张高平
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

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
法依纪追究责任。目前，调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张辉、 张高平尚未向
浙江高院正式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浙江省委政法委
就张辉、张高平错案成立联合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