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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陶酒 礼赠国际使节
4 月 4 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渑池县政府及

河南东方国陶酒业联合主办的“仰韶文化及渑池地区旅游文
化品牌推介会暨向国际使节赠送东方国陶仪式”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主办方向来自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白
俄罗斯等国驻中国的使节赠送了东方国陶酒。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国家民航总
局原局长刘剑峰，文化部原副部长高运甲，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公益文化中心主任李国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泸州老窖传承人、国际酿酒大师赖高淮，河南东方国陶酒业
领导及核心经销商共 500 人参加了会议。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弘扬 7000 年仰韶文化，向下一代教
育传播仰韶文化知识，挖掘并发扬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推广
渑池地区知名度和旅游品牌形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贡献。

据河南东方国陶酒业董事长张登峰介绍，此次赠送的
“东方国陶”酒，由中国国际酿酒大师、中国酒界泰斗、国家非
物质遗产项目泸州老窖酒酿制技术的代表传承人赖高淮亲
酿，将 7000 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与白酒结合，用泸州老窖的
传统工艺菌，完全用微生物发酵，用陶器固体蒸馏，酿造出的
每一滴酒，都含有 1500 多种挥发性物质。“东方国陶”酒的包
装采用“小口尖底瓶”，肖像栩栩如生，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
准，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杨斌）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
电 为深入开展“五一”前后执
纪监督工作，深化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 8 日开通纠正“四风”监督
举报直通车，公布了近期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八项
规定精神的案件 183 件。

“直通车”设置三个栏目：
一是“四风”问题举报窗专栏，
欢迎广大群众直接举报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二
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
件每周通报专栏，将对各地区
各部门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案件，点名道姓公
开曝光，每周一公布；三是晒
晒“四风”隐身衣专栏，请广大
群众就公款购买和收受电子
礼品卡等隐形“四风”问题进
行揭露，同时就问题治理提出
建议。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
电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
究中心 8 日在京发布《2013 年
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政
务微博客账号数量超过 25 万
个，较上年增长 46％。

从 2011 年起，在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国家
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每
年发布年度中国政务微博客评
估报告。报告评估对象为在新
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
4 家微博客网站上经过认证的
党政机构微博客和党政干部微
博客。

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4 家微博客网站
共有政务微博客账号 258737
个，较 2012 年相比，增长率为
46.42％。其中，党政机构微博
客 账 号 183232 个 ，增 长 率
61.61％；党政干部微博客账号
75505 个，增长率 19.22％。

报告在总结 2013 年我国
政务微博客发展特点的同时，
还对下一步政务微博客发展提
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切实落
实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结果导向型的监督评
估机制、加强与网络新媒体新
技术的互动融合等。

博鳌的 4 月，东屿岛上绿树成荫，万泉河
中微波荡漾。

从 8 日至 11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年
会在这里举行，主题是“亚洲的新未来：寻找
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

在接下来的 4天中，来自全球的政、商、学
界领袖们将以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主
线，展开思想碰撞，寻求凝聚共识，为中国、亚
洲乃至世界的新一轮改革寻找切入点，提供
新思路。

2014 年，对中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被誉为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

“元年”。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的最大
红利，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
中国早日走出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
期的诀窍所在。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
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已与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织就了一张利益交
融的“共生网”。从博鳌眺望全球，中国改革
的“溢出效应”已经并将继续远播世界。

当前，世界经济仍保持缓慢复苏，但各国
复苏步伐快慢不均，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面临新
的经济动荡风险。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
的“排头雁”和“领头羊”，其改革进程和发展前
景自然备受外界期待。

从博鳌眺望全球，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
改革，有助于中国确保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
间，这将增强外界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信心。

毋庸讳言，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过去近 6 年间，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
一波三折。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不少新兴经
济体面临经济增长势头放缓、资本外流、本币
贬值、通胀上升等问题。

但实事求是地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
头并未出现根本性逆转，恰恰相反，包括中国
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依然可以通过改革，化解
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中国的改革举措和成效，将让世界看
到新兴经济体解决问题的智慧和行动力。

从博鳌眺望全球，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
改革，将通过纵横交错、休戚相关的国际贸易
和金融体系，把中国红利转化为世界红利，为
世界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 36 年来，中国经济已经与
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轮国际
金融危机中，中国稳增长卓有成效，成为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质
量正在提高。以扩大内需为基础的增长，将
使中国从当前的“世界工厂”，逐步成长为新
的、有活力的“世界市场”。

从博鳌眺望全球，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
改革，还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
角和实践经验。

有人说，过去 30多年，中国的发展无疑是
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件之一。中国新
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各国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行动，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改革就
是让经济发展的“水”流起来，让社会进步的

“户枢”动起来，从而解决老问题，应对新挑
战，开创新局面。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来自全球
的与会代表和媒体都将看到，在各国寻求构建
利益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
改革，撬动的早已不仅仅是本国发展的“流水”
和“户枢”，更有世界共同发展的大棋局。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8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大幕开启

中国改革新动力 世界发展新机遇
■新华时评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
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

2013 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发布

数量超25万个
较上年增长46％

简明新闻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4 月 8 日表示，

专家估计，近期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生较大规模疫情或
出现较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会有个别病例发现，但
不会有多地大范围、大数量的病例发现。目前监测结果表
明，该病毒没有发生大的变异。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香港分会 4 月 8 日公布，
2013年由香港转口至内地的鱼翅产品量明显下降，由 2012
年约 1170吨降至约 114吨；在多个由香港转口鱼翅产品的
国家或地区中，内地由 2012年的第一位降至第四位，排在
越南、台湾、新加坡之后。

●北京市交通、环保、交管部门 4月 8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解读《关于对部分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降低污染
物排放的通告》称，北京市取消长期进京通行证后，初次办
理的有效期为 7天的进京通行证期满后需要延期的，可办
理一次有效期为 5天的延期手续。

●4 月 2 日 6 时 31 分，一列编组 320 辆、满载 3 万吨煤
炭的试验列车，由北同蒲线袁树林站始发，于当日 18时 56
分安全到达终点站大秦线柳村南站，中国铁路成功实现 3
万吨重载列车试验运行。

（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上海4月 8日电 8 日，《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在上海颁布，并将于今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部自贸区仲裁规
则，标志着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又取得新突破。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体现在促进投资贸
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和法制环境规范等多个方
面。而商事仲裁制度是自贸区法制环境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仲裁规则》共有 10 章 85 条。它吸纳
和完善了诸多国际商事仲裁的先进制度，如完善了

“临时措施”，并增设了“紧急仲裁庭”制度；突破了
当事人选定仲裁员的“名册制”限制，确立了仲裁员
开放名册制；细化了“案件合并”、“其他协议方加入
仲裁程序”及“案外人加入仲裁程序”等制度；通过
设立仲裁庭组成前的调解员调解程序，进一步完善
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仲裁
中的证据制度等；纳入了“友好仲裁”制度；增设了

“小额争议程序”，降低了相应的仲裁收费。
《仲裁规则》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

义。比如，“紧急仲裁庭制度的设立，使自贸区仲
裁规则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有利于在仲裁庭有
权作出临时措施决定的国家开拓仲裁市场，对当
事人更具吸引力；确立更为开放的仲裁员选定方
式，则既体现了仲裁员名册制对当事人选择的参
考和辅助作用，同时又不会对当事人的选择权利
造成过多的限制，满足当事人更为广泛多元的选
定仲裁员的需求。”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主任、秘
书长闻万里说。

作为首批进驻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机构，上海
国际仲裁中心于去年 10 月 22 日设立了上海自贸
区仲裁院，并开始酝酿《仲裁规则》的制定工作。该
项工作自今年 1月启动，历时三月、九易其稿而成。

闻万里表示，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在制定《仲裁
规则》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境内外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在赋予仲裁庭更多程序管理权和决定权的同
时，让当事人拥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和自主权，与
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

我国首部自贸区仲裁规则在沪颁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属中国自由贸易区范畴。该试验区于2013年8月
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于当年9月29日上午10时正式挂牌开张。试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1/226，
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核心）、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介▶▶相关链接

冒名李逵 包装乱真 勾“劫”分金

看新闻“李鬼”如何跳梁
冒充“央媒”记者敲诈，一开口就要20万元；盗用正规期刊刊名、刊号，

假杂志比真的还要“高大上”；假记者背后有真记者撑腰，敲诈不成就予以

曝光……假记者、新闻敲诈犹如新闻领域的“顽疾”。记者盘点近来破获

的假记者、新闻敲诈案件，揭露那些以假乱真、行骗敛财的招数。

今年1月中旬，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一家企业
负责人接到自称某中央驻站媒体“记者”孙某的电
话，称接到群众举报，与几名中央级媒体专程采访
该企业私挖滥采一事，并表示已拍摄了相关视频。
企业负责人明白孙某要的其实是“封口费”，便试探
性地问价，结果对方开口就要了20万元。

与孙某会面后，企业负责人报了案。警方
根据线索抓获了孙某及“同行”刘某、吴某。经
查，刘某、吴某分别冒充中国网和中央电视台
的记者，并伪造记者证、工作证，利用一些企业

花钱买平安的心理，与孙某合伙敲诈。
“冒充、盗用有关新闻报刊的名义，进行所

谓的采访报道以达到诈骗敛财的目的，是假记
者的惯用招数。”山西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连军说，所谓的舆论监督，
在他们那里就是给钱就可以“摆平”。

而大多数群众和基层一线干部缺乏对真
假记者的辨识能力，往往就轻信而被骗了。此
外，由于假记者作案手法隐蔽，往往暗示被敲
诈对象，除非警方当场抓现行，一般很难取证。

开口就要20万

假的比真的还“高大上”
陕北地区一直以来新闻报道资源富集，也

成为假记者的“重灾区”。“一年光我接待的记
者就有 300 多人次，其中很多人连记者证都没
有。”陕北某县一位宣传部门工作人员高亮（化
名）说，“他们有的专找问题，再谈版面费、赞助
费；有的一来就提各种要求，不答应干脆坐在
办公室不走，搞得没法正常工作。”

前不久，山西忻州破获一起盗用《经济与
社会发展研究》杂志刊名、刊号进行新闻敲诈
的案件。据办案民警介绍，假杂志看起来比真
的还高端，“印刷质量非常好，而且封面上、内

页图片都是中央领导人的照片，就连杂志的顾
问竟然也有不少知名人士。”

“假杂志看起来比真的还真，一般人根本分
辨不出来。”办案民警刘志朝说，除了杂志、报纸
等以假乱真之外，假网站也蒙蔽了不少人。

在山西省忻州市公安局 2013 年破获的一
起案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以“中国执法监督
网”记者的名义对忻州一家加油站进行敲诈。
这个网站的域名是中国执法监督网的首字母，
让不少人信以为真。但事实上，该网站注册名
却是“放假网”，是一个个人经营的网站。

敲诈不成就曝光
“假记者与真记者内外勾结，谋取非法

利益时由假记者出面，出了事就会有真记者
来干预。”山西忻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
张智慧说，这是最容易得手的招数，也最让
办案人员头疼。

2013 年 8 月 27 日，忻州市某中学校长到
忻州市公安局报案称：一手机号码给其发短
信，称其是“聚焦中国法制网”记者，手中掌握
有学校违规收取赞助费百万元的稿件和视
频，以要在网上曝光为要挟索要钱财，后经讨
价还价达成给 7万元便不发稿的协议。

接报后，民警在校园内将取钱后离开的

郭某某和同伙王某某抓获。经查，郭某某是
供职当地某报社的真记者，而王某某则是假
记者。

“以真记者为依托，如果敲诈不成就在
媒体上予以曝光，从事诈骗活动，是这类新
闻敲诈行为的惯用伎俩。”连军指出，真假记
者勾结与当前一些媒体内部管理混乱有
关。据了解，少数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随意在基层设置分支机构、聘用人员，相关
管理却十分混乱。这些“承包者”在基层如
何运作，一般情况下“上面不会过问”。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4月 8日，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仇国仕在展示成交的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当日，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
比 2014 年春季拍卖会以 2.8124 亿港币的成交价被中国上海一
位收藏家夺得，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新华社发

2.8亿港币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刷新中国瓷器拍卖新纪录

图为上海自贸区 2号门（2014年 1月 3日摄）。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