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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6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据新华社大连6月27日电（记者闫平、侯丽军、何
雨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7日上午在大连国际会议
中心出席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
辞。

李克强表示，新一轮工业革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孕育兴起，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也带来更
多平等参与的机会，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增强社会
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述了中国坚定支持
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主张，赢得国际社会广泛
认同。本次论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
长”的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李克强指出，当今时代，推动包容性增长，必须维
护经济全球化，更好适应并加以引导，维护多边体制权
威性和有效性，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改
革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保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
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各方要健全讲求效率、
注重公平的制度安排，打造平衡普惠的增长模式，提供
人人平等参与的机会，努力让所有人分享发展带来的好
处。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是一
个包容发展的大平台，有利于各方在互利合作中实现联
动发展、共赢发展。

李克强强调，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
们坚持把就业置于发展优先位置。过去几年，中国城镇
每年新增就业超过 1300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左右，在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对多项发展指标的综合
评估中，将中国的就业表现列为世界第一。中国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国的创业创新，是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是各类主体
协同推进的，是人民群众普遍受益的，拓宽了社会纵向
流动的通道，有力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高。
我们不断提升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基
本养老、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保障网。瞄准中低收入人
群特别是贫困人口，着力实施农村脱贫攻坚、城镇棚户
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中国的包容性增长，使人民群
众生活更好、更有尊严，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活力，更
可持续。

李克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

来，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持续向好，这几年，我们依靠改革开放创新推进
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增长从过多依赖出口、投资
到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服务业带动、内需支撑的重大转
变。近期，多家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上调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预测值，认为中国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聚，经济再平
衡稳步推进，这反映出市场的乐观预期。面对困难和挑
战，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
费。持续进行结构调整，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积极
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内外资一视同仁、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的防控，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中国经济长期向

好、日益开放，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机遇，将继续是
最富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致辞后，李克强还就中国经济形势和促进包容性发
展举措回答了提问。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芬兰总理西比莱、瑞典
首相勒文等政要，以及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
表2000余人与会。

据新华社大连6月27日电（记者侯丽军、陈梦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7 日下午在大连国宾馆同来华出
席 2017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芬兰总理西比莱举行会
谈。

李克强指出，芬方在生态环保、高新科技、冬季体
育等领域具有优势，中芬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找准利
益契合点，深化在上述领域包括信息通信、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等以及新型城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拓展
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旅游和民航等方面合作，进一步
密切人文交往。

据新华社大连6月27日电（记者许可、闫平）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7日下午在大连国宾馆同来华出席2017年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瑞典首相勒文举行会谈。

勒文首先对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
示慰问。李克强感谢瑞方慰问，表示中方正在尽全力搜
救失联人员，并抓紧做好后续救灾工作。

李克强强调，瑞典是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北欧的重
要合作伙伴。希望瑞典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中国—欧
盟、中国—北欧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会谈后，李克强和勒文共同见证了双方质检、海关
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大连6月27日电（记者许可、徐扬）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7日上午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见来华出
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

尚达曼首先代表新方对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灾害造成
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李克强感谢新方慰问，表示中方正
在全力以赴开展救灾工作。

李克强指出，发展同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
重要方向。中方一贯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希望新方作
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和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继续
为推动中国同东盟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克强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中国经济向好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同芬兰总理、瑞典首相举行会谈并会见新加坡副总理

彩色兵马俑亮相丝路科技展彩色兵马俑亮相丝路科技展

6月27日，“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科技成果
展”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展览以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 8 世纪为时间范围和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空间范围，共展出144件
丝路文物或复原品，展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丝绸之路文
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图为参观者在观看复原后的彩色
秦俑。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6月27日电（记者徐隽） 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27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侦查、
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
标准和排除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规定明确提出，办案机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
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
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
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规定提出，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
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均应当予
以排除。

规定要求，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
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
行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
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根据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侦查

期间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
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
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
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
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
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
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对侦查终结
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证据收集
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后，证据不足的，不得移送审查起诉。

规定同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
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指派法律
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法
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有权申请排除
非法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
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

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
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

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法
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在庭审
中进行调查。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
查后，原则上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
的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
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第一审人民
法院对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未予排除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规定
以“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促进司法
公正”为宗旨，对侦查、起诉、辩护、审判等
工作提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有助于促
使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
同时，也有助于建立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
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
序公正的法律制度，为办理刑事案件提供更加
明确规范的根据指引。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切实防范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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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来自肯尼亚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20位
大学生来到天津师范大学，
体验中国国粹京剧，感受传
统中国文化魅力。

图为肯尼亚大学生体验
京剧表演。

史淞予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 27日电 （记者
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7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双方商定，中
日第七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将于6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日本福冈举行，来
自双方外交、防务、海上执法和海洋

管理等部门的人员参加。
陆慷说，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

商机制是双方涉海事务的综合性沟通
协调机制，中方期待在本轮磋商中与
日方就共同关心的涉海问题充分交换
意见，增进彼此了解和互信。

6月 26日，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携手名优文具厂家，为云南省昆
明市偏远山区的儿童送去文具用品、课桌椅、电视机、卧具和校服等生
活用品。据了解，法兰克福展览公司未来将继续向贫困地区扶贫助教。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企业下乡扶贫助教企业下乡扶贫助教

中日将举行海事高级别磋商

中新海关AEO互认下月实施
本报上海6月27日电（记者罗兰） 中国企业走出去

开拓海外市场又有了新的助力。今天，中国和新西兰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联合说明会在此间举
行。这是中国在大洋洲地区签署的首个 AEO 互认协议，
将于7月1日起实施。今后，约4000家中国高信用守法企
业进入新西兰，将享受到便利通关的待遇。

AEO 是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的简称，即
“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所倡导，海关对信
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管理良好的企业实施认证认
可，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优惠通关便利的制度。此次
互认协议实施后，中新两国AEO企业出口到对方国家的
货物，在办理海关通关手续时，将可享受到对方海关给
予的通关便利，包括减少单证审核和查验；对需要查验
的货物给予优先查验；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解决
AEO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中断的国际贸易恢复
时提供快速通关。此次说明会旨在宣传介绍中国—新西
兰海关AEO互认的情况，构建海关与商界更为密切的合
作伙伴关系，同时推进中新海关AEO互认合作。

第1000架份空客方向舵交付第1000架份空客方向舵交付

6 月 27 日，哈尔滨哈飞空客复合材料制造中心
在哈尔滨交付第1000架份复合材料A320方向舵。方
向舵是客机的重要零部件，空中客车中国公司表
示，哈飞空客复合材料制造中心是A320系列飞机方
向舵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图为吊在空中的第 1000架
份A320方向舵。 刘 洋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