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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3月
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缅甸当选
总统温敏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缅
是传统友好邻邦，两国人民“胞
波”情谊深厚。近年来，两国高层

接触频繁，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
流活跃，多边协调密切，给两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

区和平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我
高度重视中缅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巩固传统友谊，深化互利

合作，推动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给两国和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向缅甸当选总统温敏致贺电

温敏1951年出生，从1988年
投身政治开始，就追随民盟领袖昂
山素季。他曾担任民盟伊洛瓦底
省党部组织委员会秘书长，2010
年起成为民盟中央执委，进入该
党领导层。

2012年缅甸议会补选，温
敏与昂山素季一起当选为人民
院议员。在议会里，人们总能
看到他紧随昂山素季的身
影。2015年大选，他再次当
选人民院议员，后被推选为

人民院议长。
昂山素季2016年出任国务

资政后，依据宪法不可从事党务
活动。而温敏此时则被任命为
民盟“五人委员会”成员，参与主
管党务。

在从政后的十多年里，温敏三
次入狱。被囚禁期间，他始终拒绝
为换取自由而在声明自己绝不从政
的保证书上签字。甚至在儿子病重
期间和病故后，他也依然拒签保证
书。缅甸政治分析家常以此例为
证，说明温敏是拥有坚定信念与坚
强性格的政治家。

温敏曾经深造法律专业并从事
律师工作，他的法律专业背景也给
他的政治生涯加分不少。1995年
起，他成为民盟法律援助服务委员
会秘书长，长期以来为民盟在法律
方面出谋划策，贡献良多。观察家
评价温敏时说：“法律，是他的特长
武器。”

2016年2月，温敏担任人民院
议长后，他的法律专业知识令他在

议会的工作得心应手，并使民盟在
议会中频频得分。温敏还经常为昂
山素季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全力
支持其施政。

作为议长，温敏的专业表现令
人佩服。每当有议员发言不当时，
温敏总会当场提醒或要求其中止
发言。据当地媒体报道，曾有一名
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议会就某议员
提案作解释说明时，发言内容和语
气有凌驾议员之嫌，温敏当场要求
这位大法官尊重议会和议员，还特
别强调宪法赋予议会监管最高法
院的权力。

缅甸舆论普遍认为，作为法律
专业人士，温敏当选总统，将对缅甸
未来的法治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缅甸当选总统温敏：

与昂山素季配合默契的实干家
缅甸联邦议会28日举行总统选举。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下院）前议长温敏（前译吴温敏）高票当选缅甸

新总统。
温敏与前总统吴廷觉一样，均为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骨干成员，也都是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忠实助手。

舆论普遍认为，总统更迭对缅甸政局影响有限，温敏将与昂山素季默契配合，解决缅甸内政外交面临的挑战。

缅甸总统府 21 日发布通告
说，由于需要休息，吴廷觉即日起
辞去总统职务。同一天，人民院
议长温敏辞职。23 日，人民院选
举温敏为副总统，并推选他参加
总统选举。

民盟上台执政以来，历经风风
雨雨——和平进程推进艰难，经济
发展未达预期，若开邦问题招致非
议和外交压力。在此背景下，民盟
和缅甸政府图新求变，高层人事调
整符合政治逻辑。

缅甸资深媒体人温丁评论说，

在当前形势下，身体欠佳的吴廷觉
难以为昂山素季分担更多重任。民
盟此时推出温敏，不是临时起意，而
是早有谋划。

曾有人这样评价温敏：“忠诚，
是他的不变基因。”舆论认为，温敏
对昂山素季和民盟一贯忠诚，他成
为总统人选无疑是昂山素季和民
盟的政治选择。缅甸高层权力架
构并没有因此发生大的改变，政局
也将保持平稳。

温敏是一位严谨务实的“实干
家”，善于配合昂山素季。舆论普

遍预测，担任总统后，温敏将在管
理政府部门、提高施政效率以及协
调与军方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此外，温敏作为民盟中的知华
人士，曾于去年9月应邀以人民院议
长身份访问中国。他在访华期间表
示，中国是缅甸的胞波兄弟，每当缅
甸遇到困难时，中国总是及时给予
有力支持。缅甸议会愿与中国全国
人大密切交往，分享中国法治建设、
治国理政经验，全力以赴推动两国
各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杨洁篪将访问韩国

据新华社平壤3月28日电 朝中
社28日就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访问中国播发
多篇报道，认为本次访问是继承发展

朝中友好关系的“重大契机”。
朝中社在题为“推动朝中友好迈

入新的更高阶段的历史性事件”的报
道中说，为进一步继承发展具有悠久

历史根基的传统朝中友好，金正恩踏
上历史性的首次访问中国的行程，受
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和极具诚意的款待。报道评价说，本

次访问成为继承朝中两国老一辈领
导人缔造的值得骄傲的历史和传统、
朝着新的更高阶段扩大发展朝中友
好关系的“重大契机”。

朝中社说

金正恩访华是继承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的“重大契机”

“忠诚，是他的不变基因”

“法律，是他的特长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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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谈
中朝领导人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
者朱超）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8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深化
战略沟通，扩大交流合作，推动中朝关
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陆慷说，金正恩委员长首次访华
和中朝最高领导人此次会谈体现了中
朝双方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
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谈中强调，维
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
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我们愿同朝鲜同志一道，继续发
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深化战略沟
通，扩大交流合作，积极促进和平发
展，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推动中
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陆慷说。

此访期间，双方领导人也就国际
和朝鲜半岛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
平总书记积极评价了今年以来朝方为
半岛形势积极变化作出的重要努力，
重申了中方有关原则立场，指出中方
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下一步，我们愿继续同包括朝方
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努力，结合中方

‘双轨并进’思路及各方有益建议，共
同为半岛的无核化及和平稳定、共同
为本地区及世界的长治久安而努力。”
陆慷说。

国台办：

不允许“台独”艺人
参与影片在大陆上映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
山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不会允许
持“台独”立场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参与
的影片在大陆上映。如果这些台湾艺人认识到

“台独”的错误和危害，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转
变，我们持欢迎态度。

国台办：

绝不容忍“台独”势力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刘欢 赵博）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应询表示，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和行径，绝不容忍“台独”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有记者问，习近平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对台的方针
政策和原则立场，对分裂国家的活动发出了严重
警告，请问发言人如何解读？

安峰山在答问时说，当前两岸关系形势更加
复杂严峻。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
的“九二共识”，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
阻挠干扰两岸交流合作。岛内“台独”势力加紧推
动分裂国家的所谓“台湾正名公投”。某些外部势
力企图打“台湾牌”，给两岸同胞制造困难。这些
行径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损害两岸同胞的共
同利益。

安峰山指出，面对复杂严峻形势，我们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对台
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台独”分裂
图谋和行径，绝不容忍“台独”势力破坏台海和平
稳定、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一切分裂祖
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
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安峰山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
是一条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我们要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同台湾同胞分
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增进同胞福祉，促进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

安峰山表示，我们最近出台了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加快给予台企台胞同
等待遇。我们还将继续为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
胞办实事、办好事，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针对岛内“台独”势力推动所谓“2020东京奥
运台湾正名公投”一事，安峰山表示，我们注意到
此事在岛内已经引起广泛忧虑和警惕。台湾极少
数人操弄所谓的“正名公投”，撕裂台湾社会，损害
同胞利益，挑衅两岸关系，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
强调，任何以“公投”“正名”的方式搞“台独”分裂
的政治图谋都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在回答有关“武统”的提问时，安峰山说，我们
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会以最大
诚意、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前景。我们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绝不允许任
何“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从国家分裂出去。

有台湾记者就美官员访台提问，安峰山答问
表示，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打“台湾牌”都注定是徒
劳的。这样做伤害的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对台湾同胞的一种愚弄。

他还说，有关部门已就此表达了我们的严正
立场和态度。美方应该恪守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不与台湾方面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我们也在这里
正告台湾当局，挟洋自重，只会引火烧身。

3月28日，在沈阳桃仙机场，礼兵手捧殓放
烈士遗骸的棺椁。

当日，第五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由我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20位志
愿军烈士英灵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辽宁省以及北
部战区陆军某部有关部门同志与辽宁省直机关干
部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在机场举行的志愿军
烈士遗骸迎接仪式。仪式现场气氛庄重，殓放烈
士遗骸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到场迎接的解放军官兵军容齐整、庄严肃立，
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被护送前往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第五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应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
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
行非正式访问。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
注，普遍认为此访对于朝鲜半岛乃至
地区局势进一步缓和具有积极意义。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中
朝领导人会谈，重申愿继续与中方紧
密合作，推动通过政治外交手段、由
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综合解决东
北亚地区问题。

韩国外交部发表评论，对中朝领

导人在北京举行会谈表示欢迎，表示
韩方期待朝鲜领导人此次对中国的
访问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以
及构筑半岛和平。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美联社、韩联
社、共同社、路透社、法新社等以及世
界其他主要媒体都对金正恩访问中
国、中朝领导人举行会谈进行了报道。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金正
恩此访表明中朝友谊依然牢不可
破。在新形势下传承并发展朝中友
谊，是朝方的战略选择。此外，在朝
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的背景下，

与中国协调解决朝核问题立场，也是
金正恩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金正
恩选择中国作为首次出访目的地，意在
表明中朝关系稳固。此外，金正恩还向
中方通报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变化，寻
求协调双方立场，这表明中国在解决朝
鲜半岛核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说，金正
恩此访传递出正面信号：要想通过南
北、朝美首脑会晤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构筑半岛永久和平体系，中国的
积极作用必不可少。中方解决半岛

问题的政策与韩方相近，参与半岛相
关问题解决理所当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金
正恩将自己的首次出访选在中国，旨
在增进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在与中
国领导人会谈中，金正恩表达了继承
朝中友好传统、珍视朝中友谊的意
愿，他还承诺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此访是
金正恩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的
首次出访，再次凸显中国对朝鲜半岛
问题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8日宣布：应韩国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于3月29日至30日访问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