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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见出席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部分国家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白洁 盖博铭）国
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的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习近平指出，中方强烈谴责前不久斯里兰卡发生的
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愿同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坚定站在
一起，支持斯方打击恐怖主义，帮助斯方加强反恐能力
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斯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愿同斯
方一道，推动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级经常性沟通，牢
牢把握友好合作大方向，相互坚定支持。要扎实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推动两国大项目合作，加快实施惠及斯
里兰卡人民的民生项目。要深入开展安全执法合作，共
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信斯方将用好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平台，展示斯里兰卡历史悠久的佛教文
明和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
西里塞纳表示，我对前不久斯里兰卡系列恐怖袭击
事件中中国公民遇难深表哀悼，感谢中方坚定支持斯方
的反恐努力。中国倡议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具有重
要地区和国际意义，对斯里兰卡也十分重要。斯中友好
源远流长。斯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宝贵支持，始终将
发展斯中关系置于优先地位，愿同中方加强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深化发展和安全合作。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
签署。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白洁 王晓洁）国
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
尼。
习近平指出，中柬友好向全世界展示了国家间、人民

间的真正友谊，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千载传颂的佳 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契机，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建设
话。中方珍视同柬埔寨王室的特殊友谊。中国几代领导人同
多极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
西哈努克太皇建立了亲密友情，我们要把它继承好、发扬
哈莉玛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方
好，让中柬友好世代相传。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走符 倡议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适逢其时，有助于各方探索如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柬方一道推动中柬全面战略合 何更好让世界人民受益。新中关系正向好发展，两国间重点
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双方要落实好构建中柬命运 合作项目已成为国家间互利合作的典范。新方从一开始就
共同体行动计划，让两国人民从中获益，为各国之间相互尊
坚定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深化经贸、人文领域交
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交往互鉴树立榜样。
流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西哈莫尼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王室 体制，这对各国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尤为重要。
的深情厚谊和长期以来为柬埔寨人民提供的宝贵支持帮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助。柬埔寨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白洁 王晓洁）
在一起。柬埔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巨 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亚美尼亚总理帕
大发展成就，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影响， 希尼扬。
坚定支持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倡议举行的亚洲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亚美尼亚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文明对话大会对推动各国之间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将发 国，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通过古丝绸之路绵延至今。当
挥重大作用。
前，中亚友好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愿同亚方一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道，促进两国文明互学互鉴，为巩固中亚世代友好、共建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白洁 谢昊）国家 “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为地区发展合作注入新动力。
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加坡总统哈莉玛。
双方要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近年来，在共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李显龙总理刚刚来华出席了第二 建“一带一路”框架内，中亚务实合作快速发展。中方愿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同亚方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两国贸易投资、矿产开发、金
开幕式，这个月总统女士又来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属冶炼、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
充分显示了中新关系的密切。中新互为发展机遇，长期以 更多实际成果。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反恐和执法安
来携手同行，利益高度融合。两国要保持高层交往传统， 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对两国关系发展加以战略指引。中华民族有着守正创新的
帕希尼扬表示，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传统，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包容、友好的过程，也是当 年，祝贺中方成功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前中新两国关系发展最大机遇。双方要把高质量共建“一
坛。亚中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贸易、文化联系紧密。亚美尼
带一路”打造成中新合作的新名片，用好用足“陆海新通
亚从战略高度看待两国关系发展，愿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
道”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早出成果。要坚定支持经济全球
路”。亚美尼亚致力于坚定打击恐怖主义势力。
化和多边主义，推动亚洲国家团结一致，聚焦合作，以举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
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齐心
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019 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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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能赚钱”“随时提现
不受限”……近期，在一些短视频
hidian
平台上，经常出现类似的新闻类
APP 广告。“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多款号称“看
新闻就能赚钱”的 APP，根本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资质，“新闻”也多为猎奇、八卦等垃圾信息；所谓
“看新闻能赚钱”也只是广告噱头，高额金币只能折现
几毛钱，提现面临种种套路。

记者实测：广告频现网络，
“能赚钱”有诸多限制条件
济南市民刘希同近日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则
名为“淘头条”的新闻 APP 广告，广告宣称看新闻可
以赚零花钱，一天可以赚几十元，新注册用户还可以获
得 18 元红包，当天可提现。
刘希同下载后发现，不仅需要绑定微信号、手机
号，还需要完成平台规定的各项任务才可以赚取金币。
“广告上宣称赚钱很容易，但实际流程很复杂，收益和
宣传的也明显不符。”刘希同说。
记者下载了多款相关 APP，所谓的金币并不等同于现
金，
广告中宣称的高额金币折算成现金，往往只有几毛钱，

5 月 14 日，媒体记者在新闻中心购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纪念封。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幕在即。大会新闻中心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据介绍，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注册记者
新华社 发
2900 余人。其中，境外媒体记者 380 余人。

并且只有累计赚到 30 元后才可提现。一些 APP 还宣称
“挂机 5 分钟提现十几元”
，
记者测试后发现并不能实现。
记者发现，这类 APP 还存在过度索取用户权限、更改
手机设置等问题。多款 APP 要求用户必须允许读取地理
位置和通讯录信息才可以打开。记者测试中发现，打开一
款 APP 后，自己的手机锁屏壁纸已被更改为软件背景，解
锁屏幕后有不间断的弹窗消息出现，影响手机正常使用。

有大量广告，平台需要广告点击量来赚取利益。

违规 APP 亟待规范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 APP 不具备资质
发布或转载新闻，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相关规
定。近两年，各地网信部门多次对未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资质，违规发布、转载新闻，传播涉黄涉暴及虚假信
息的网站和 APP 予以查处、关停。
有的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相关专家认为，一些以“看新闻能赚钱”为噱头的
有的以奖励的名义发展下线
APP 传播大量垃圾信息，过度索取用户权限、获取个人信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过应用程序 息，扰乱了新闻阅读市场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认为，对于不具
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
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 APP，应加大查处力度。各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但记者在国家网信办“互联网
“淘头条” 类手机应用市场也应尽快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并对违
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许可信息”主页中进行查询，
规 APP 进行下架处理。
“亿刻看点”等多款 APP 未能查到相应资质。
匡文波等专家建议，读者要对以金钱诱惑、鼓励发展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 APP 还以各种高额奖励来鼓励
用户以“收徒”的名义发展下线，吸纳更多使用者。业内人 下线的 APP 自觉抵制。加强对低俗违法内容的辨识能力，
士表示，所谓发展下线就有奖励，实际上存在不少猫腻。 一旦发现平台上有谣言、涉黄等信息，积极向主管部门举
老用户邀请到新用户后，需要新用户做完平台给的新手 报，避免因贪小利而成为不良信息扩散的“帮凶”。
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 余俊杰
任务后才能给予返现，而平台给新用户的任务，则是继续
据新华社济南 5 月 14 日电
发展下线。之所以鼓励用户发展下线，是因为这些平台中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
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
停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
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
尊敬的客户:
村大马府，精细加工厂、大恩鞋材厂、 特殊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
一、计划停电：
涵江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洞庭 造成不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
因电力 检修 、用 电 工 程 等需 要， 工业小区)、永展鞋材厂、汇达服装洗 建电力”或“sgcc-fj”
我司计划于：
水厂、安恒致远鞋业有限公司、兴发 微信公众号，即可查
1、05 月 22 日 07 时 30 分――17 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永丰塑料厂，立 询实时停电信息及未
时 00 分进行施工 , 届时将影响以下地 胜电子配件、东宏鞋厂；
来 7 天计划停电信息
区正常供电： 【荔城区】 黄石镇清前
3、05 月 22 日 07 时 30 分――17 等。
安置小区、清前村清前；
时 00 分进行施工,届时将影响以下地
特此公告！
2、05 月 22 日 07 时 30 分――17 区正常供电： 【秀屿区】 平海镇鑫宝
时 00 分进行施工,届时将影响以下地 顺水产养殖场、江堤村顶北周，上店
区正常供电： 【涵江区】 新坡玻璃纤 户角富泰海带养殖专业合作社、上店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
维厂、涵江大通鞋材有限公司、洞庭 村下港，江堤村溪边西；
2019 年 缘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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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
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

号称“看新闻能赚钱”，真相原来如此……
视点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14 日 电
（记者 王卓伦 盖博铭） 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14 日
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
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
导人夫妇及嘉宾。
王沪宁出席。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晚
上的人民大会堂，灯光璀璨。伴
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和彭
丽媛同贵宾们一同步入金色大
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来华出
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各位嘉
宾。习近平强调，举办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就是顺应亚洲合作发展
大势和各国人民对文明交流互鉴
的期待，为不同文明共同发展搭
建一个交流互鉴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润
物无声。历史的发展、社会的繁
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
的滋养和引领。亚洲是人类文明
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积淀
中，亚洲多姿多彩的文明交相辉
映，为人类保存着最久远的文明
记忆和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今
天，亚洲不同文明在开放中交
流、在包容中互生、在创新中发
展，亚洲文明之花正在世界舞台
上绚烂绽放。
习近平强调， 中华 文 明在
5000 多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中
兼容并蓄、创新升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坚持
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说，明天，我们将举
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共赏多元
文化之美、共谋文明交流互鉴之
道。让我们以本次大会为起点，
同心同德，携手共进，让各国文
明在交流互鉴中熠熠生辉。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进
行。宾主亲切交谈，共叙文明交
流佳话，共祝世界和平繁荣。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
黄坤明、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外交部谈中美经贸磋商：

突出“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岳冉冉）2019 全
国科技活动周将于 5 月 19-26 日举行。今年活动周将突出
“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主题，让公众近距离体验科技成果、
感受科学魅力。
“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使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普
活动惠及公众，今年活动周在展示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的同
时，将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其中。”科技部引智司李勇在 14 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今年活动周的主要内容包括：展示科技创新成果、体验
美好生活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科技成果惠民。
北京的主场将展示我国科技创新重大成就、重大专项
成果等 410 项，包括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等方面的新成果、新装备、新产品；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优秀科普作品、展品；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

星期三

遗失声明
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柳咀行政村夏伟涛不慎
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证 （高压与低压电工作业）壹
本，证号为：T622827199001054337，声明作废。
2019 年 5 月 14 日

遗失声明
莆田市涵江区白
塘 镇东 墩 村 曾 清 锋 、
田海风夫妇不慎遗失
婴 儿出 生 证 壹 份，证
号：R350240989，声明
作废。
2019 年 5 月 14 日

遗失声明
莆田市荔城区华
通饲料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法人 （蔡发达）私
章壹枚，声明作废。
2019 年 5 月 14 日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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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提交 WTO
改革建议文件
提出四方面改革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于佳欣） 记者
14 日从商务部获悉，中国已向世贸组织 （WTO） 提交了
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改革的四方面重点
领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表示愿与各方
共同推动改革取得进展，使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发挥更大作用。
日内瓦时间 2019 年 5 月 13 日，中国正式向世贸组织
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商务部世贸司
负责人表示，在文件中，中方提出世贸组织改革四个方面
重点行动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
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
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
包容性。中方就上述领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细化建议。

美媒称五角大楼已向白宫递交
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3 日电 （记者 刘品然 刘晨）
美国《纽约时报》13 日报道说，若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
核武器，美国将调遣至多 12 万名美军前往中东地区。
《纽约时报》 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称，代理国防
部长沙纳汉已向白宫递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根
据该计划，一旦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研发核武器项目，
美国将调遣至多 12 万名美军前往中东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