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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内比都 3 月 15 日电
(记者庄北宁)缅甸联邦议会 15 日
经投票选举全国民主联盟(民盟)资
深成员吴廷觉为总统。现任仰光省
省长吴敏瑞和民盟钦族议员亨利班
提育分别当选第一和第二副总统。

当天上午，联邦议会议长曼温
凯丹宣布投票开始并由民盟主席昂
山素季投出第一票。随后在计票过
程中，当确定吴廷觉获得 360 票时，
议会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和欢呼
声。吴廷觉凭借绝对优势锁定胜局。

投票结束后，民盟议员杜漂漂
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吴廷觉当选对国家很有好处，
相信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都会发生改变，不过改变会
慢慢实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1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吴廷觉当选缅甸新任总
统表示祝贺。

陆慷表示，中缅是友好邻邦，巩固传统“胞波”情谊，扩大各
领域务实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方期待着与
缅甸新政府加强合作。中方将继续奉行对缅友好政策，支持缅方
维护稳定、加快发展、推进民族和解进程的努力。

“相信在中缅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陆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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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推举的候选人吴廷觉 15 日经
联邦议会投票表决正式当选缅甸新总统，使民盟朝着 4 月 1
日全面执政迈出了关键一步。缅甸新政府将奉行什么样的外
交政策？中缅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
点。

吴廷觉当选总统后，民盟将在实施内政外交政策、引领缅
甸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去年 6 月，民盟主席昂山
素季应邀访华，中国领导人亲切会见她率领的民盟代表团。双方
就推动中缅友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这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去年 11 月，昂山素季在大选获胜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明确表示，缅甸将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昂山素季提出的中缅
关系“邻居论”在缅甸广为流传，反映出缅甸各界继续与中国发
展友好合作的普遍愿望。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胞波”友谊源远流长，中缅合作有着深
厚的民意基础。与此同时，两国经贸合作蓬勃开展，成果丰硕。统
计数据显示，中缅两国贸易约占缅甸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对缅投资也约占缅甸吸引外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双边经贸
合作既是双方互利共赢发展的共同需要，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
益。中缅经贸合作必将成为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助
推剂。

民盟执政后肩负着维护政局稳定、推进和平进程、促进经济
发展、尽快改善民生等艰巨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缅甸迫切需
要维护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这给中缅扩大友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缅传统友谊历经风雨，从未改变，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
深化，成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是两国历
代领导人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倍加珍惜。

在缅甸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缅甸政治、社会等各领域
正发生深刻变化之际，我们应该看到，中缅相互信赖、互利共
赢的基础没有改变，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还是缅甸国内形
势如何变化，中缅友好关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中缅关系前景
看好。正如王毅外长所说，我们对缅甸的未来、中缅关系的未
来及中缅互利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记者张云飞、赵嫣、张远)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 3 月 15 日，吴廷觉抵达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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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专
家认为，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使企业的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
益，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诚信。

那么，国外对无良企业又会采取哪些惩罚措施，以切实维护
消费者权益呢？

美国：召回加高额罚款

美国对可能涉及人身安全的商品缺陷处罚严厉。对存在设计
问题或安全隐患的商品，有关部门一般采取要求企业召回加高额
罚款的处罚，产生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还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2014 年，因安全带锁扣存在安全隐患，美国最大的儿童安
全座椅和婴儿车生产商葛莱召回了 600 余万个儿童座椅，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召回事件。此外，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局认为，由于葛莱对召回要求反应迟缓，对其处以破纪录
的 1000 万美元处罚。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网站显示，最新一项关于质量问题
的民事罚款对象是飞利浦照明北美公司，罚款总额达 200万美元。

该委员会表示，消费者投诉飞利浦生产的荧光灯泡存在灯泡与
卡口脱离情况，造成了 10 起消费者划伤和 7 起财产损失事故。由
于该公司没有按照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向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报
告，而是试图更改产品设计来解决问题，因此处以 200万美元罚款。

据了解，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除食品、药品、化妆
品、医疗器械、烟草、枪械、弹药、机动车、农药、飞机、轮船以外全

部消费品的质量安全。该委员会对质量问题的处理手段主要
是召回，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发布信息；对于不接受召回或
故意隐瞒及有意制造不合格产品的企业，则给予严厉的行政
罚款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德国：最大面包商因卫生丑闻破产

按照德国法律，一旦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进入市场，必须通
过媒体和德国食品安全通报网站及时告知消费者。同时，生产
商必须将问题产品从市场召回并承担可能造成的损失。对责
任人的追责和处罚由各州司法部门负责。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德国米勒面包公司的卫生丑闻。该公
司曾是德国最大的面包生产企业之一，员工超过 2000 人。
2009 年至 2012 年，巴伐利亚州食品监管部门多次发现该公
司卫生不合格，面包配料中出现蟑螂、飞蛾和瓢虫，生产车间
还出现老鼠屎。虽然该公司被多次处罚，但卫生状况依然堪
忧，问题产品屡次被召回，监管部门只得勒令其停产整顿。在
两年半时间里，监管人员共到米勒面包公司检查 21 次，罚款
金额总计 6 . 9 万欧元(约合 50 万元人民币)。

米勒面包公司的卫生丑闻 2012 年初被媒体曝光，公司一
下子损失了不少连锁超市等大客户，同年 2 月米勒面包公司
申请破产。2014 年初，地方检察官还因涉嫌出售不可食用产
品等罪名对米勒面包公司的多名前高管提起诉讼。

荷兰：对无良食企最高可罚 81 万欧元

荷兰经济事务部下设食品和消费品安全管理局，这个机

构的监察员定期抽查食品和消费产品，发现问题就在网站发
布预警，要求企业召回并销毁不合格产品，还可对问题企业发
布禁令、处以罚款。

2015 年 4 月，荷兰议会修订法律后，食品和消费品安全管
理局对无良企业的罚款金额上限从原来的 4500 欧元(约合 3
万元人民币)大幅提高到 81 万欧元(约合 585 万元人民币)。

提高罚款上限的起因是前些年欧洲曝出马肉风波和熏
三文鱼沙门氏菌案等数起食品安全丑闻。因罚款太轻不足
以威慑无良企业，于是荷兰政府建议将罚款上限提到 8 . 1
万欧元。可专家认为力度仍然不够，议会最终通过的法案给
了食品和消费品安全管理局 81 万欧元的罚款上限。

今年以来被预警的产品有童装、手电筒、吊灯，往年有便
携燃气灶、婴儿安抚奶嘴、指甲油等等。相关生产企业都会召
回，销售企业也会停售，因为违令者将被罚款，罚款金额因企
业规模而异，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欧元。

日本：责任追究长达数十年

在日本，造假掺假的企业除了受到行政处罚，还要面临更
严重的社会性惩罚。

2014 年曾多次出现日本企业将进口廉价鳗鱼冒充日本
鳗鱼事件，结果不仅老板公开谢罪，而且银行停止贷款，上下
游企业和合作伙伴停止商业关系，最终迫使企业倒闭。

此外，企业造假造成伤亡不只是一赔了之，其责任可能长达
数十年。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森永奶粉公司的毒奶粉案。

1955 年，该公司因加工奶粉时使用了砷含量较高的非食
品用原料添加剂，结果造成 1 . 2 万余名儿童发热、腹泻、肝肿

大、皮肤发黑，最终 130 名儿童死亡。日本政府委托的专家委
员会最终决定，森永赔偿死者每人 25 万日元、受害者每人 1
万日元。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4 年后的调查表明，多数受
害者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因此在事发 20 年后，前森永奶粉
公司的负责人被判 3 年徒刑，森永公司也再次承担了约 3 亿
日元的责任赔偿。

澳大利亚：滑板车充电爆炸引全面排查

今年 1 月 7 日，墨尔本一户人家发生火灾，女主人杰西
卡·霍恩在亚马逊网站花 300 澳元(约合 1471 元人民币)
给 12 岁儿子购买的一款锂电池滑板车在充电时发生爆
燃，短短 8 分钟内，整栋房子被大火吞噬殆尽，一家五口侥
幸逃生。

据报道，这起案件引发维多利亚州当局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廉价充电滑板车生产商及零售商的全面排查。维州当
局责令没收所有不符合澳大利亚安全标准的产品，贩卖这
些不合格产品的个人面临 4000 澳元(约合 1 . 96 万元人民
币)罚款，而商户面临 2 万澳元(约合 9 . 8 万元人民币)的罚
款。

此外，西澳大利亚州有关部门也对出售充电滑板车的 7
个个体经销商和两家公司进行了处罚，理由是电池未经当地
质检部门许可。西澳州政府网站上还公布了已被召回的几款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充电滑板车的型号供民众查询，消费者可
以要求经销商退货。

(参与记者何险峰、宋聃、郭洋、刘芳、方艺晓、李畅翔)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失信于消费者后果很严重：看国外如何惩处无良企业

中缅关系前景看好

■新华国际时评

叙利亚五年危机：警钟为谁而鸣
叙利亚危机已持续五年，旷日持久的战

乱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对
叙周边乃至更广泛地区也产生深刻影响。

叙利亚危机之所以久拖不决，固然有其
内部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外部干涉无疑也
是最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外部势力的插
手，叙局势才变得异常复杂和严峻。

根据联合国数据，连年战乱已导致该国
超过 25 万人丧生，100 多万人受伤。联合国
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和紧急援助协调的副秘书
长奥布莱恩去年底访问叙利亚时表示，叙利
亚有 1350 万民众需要救助。

叙利亚原本不错的经济状况也受到内战的
严重拖累，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收入减少，通货
膨胀严重，货币急剧贬值，石油产量大幅降低。

叙利亚危机在给这个中东国家带来灾难
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据统
计，除了在叙境内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目前
已有 460 万叙利亚人逃往境外避难，难民危
机严重波及叙利亚周边国家以及欧洲地区。

叙利亚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
果是恐怖主义势力蔓延和壮大。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趁叙利亚陷入混乱之际进入该国，目
前已控制了大片地区。

观察人士指出，叙利亚冲突已使这个国
家成为极端分子的训练场。这些人经过训练
后，一旦重新回到各自的国家，就可能对这些
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叙危机之所以久拖不决，以美国为首的
外部势力长期干涉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叙知名学者乌萨马·达努拉指出，通过
煽动和支持反对派推翻某国政府是美国政
府的常用伎俩。为支持叙境内反对派武装
同叙政府军作战，美国及其中东地区盟友
向他们提供军事支持。包括“伊斯兰国”在
内的极端组织在叙利亚以及中东其他地区
的出现，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无关系。

原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叙利亚危机

联合特别代表卜拉希米日前接受半岛电视台
采访时说，外部势力根本没有将叙利亚人民
利益放在首位，它们应当为在叙利亚出现的
悲剧而受到指责。

叙利亚政府一直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
国内政，主张叙利亚问题应当由叙人民自
己解决。五年来的流血冲突已证明这才是
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根本出路，这也逐渐成

为国际共识。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王克俭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叙利亚各派应以国家和民族利
益为重，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启“叙人所有，
叙人主导”的政治解决进程。

王克俭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
任，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从未缺位，五年

来，中国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坚定维护《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决反对外部干涉。

他说，中国将继续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
推动各方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治解决势头，推
动叙利亚人民通过谈判找出一个兼顾各方利
益的政治解决方案，早日恢复叙利亚的和平
与稳定。 (记者车宏亮、杨臻)

新华社大马士革 3 月 15 日电

15 日早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上空飘
着乌云，不时下起雨来，已经转暖的天气变得
有些阴冷。好在这样的天气没有持续多久便
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记者走在大马士革街头，看到大多数商
铺已经开门营业，一些摊贩也已在路边摆好
摊位，他们有的售卖水果，有的兜售服装和
鞋。有些路人行色匆匆，可能是赶着上班，有
的则放慢脚步，不时在路边摊前驻足。

一切看似平静。只有不时从身边经过的
身着迷彩服的士兵，随处都会遇到的检查点，
以及一些建筑周边设有的路障，才会提醒我
们身处一个战乱国家。

5 年前，大马士革首次爆发反对政府的
示威抗议活动，拉开了叙利亚危机的序幕。开
始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没有
想到国家会因此被拖入战争。

记者驱车前往大马士革老城时，由于车
流量大，交通有些拥堵，重要的路口有交警在
疏导交通。驶过身边的公交车和小巴内都坐
满了乘客。由于战乱，大量人口从其他地方涌
入大马士革，使这座城市变得非常拥挤。

在老城一个人流量大的路口，记者遇到
一名正在卖彩票的摊贩。他叫古瓦里，今年
46 岁。他告诉记者，自己很早以前就开始卖
彩票，到现在已经有 30 年了。

他说，随着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战前
100 叙磅一张的彩票，现在涨到 400 叙磅(约
合 1 美元)一张。买彩票的人少了很多，大概
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发行的彩票数量也相
应少了。当记者提出买一张彩票时，他坚持要
将彩票免费送给我们。

古瓦里住在大马士革近郊贾拉曼纳。战
争爆发前，贾拉曼纳的人口仅为几十万，战后
大量难民涌入，目前当地人口已达 200 多万。

一名 60 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战乱给叙
利亚人心理带来很大影响，即便是身在相对
受战火影响较小的大马士革。他说，以前出门

很轻松，现在则不然，比如必须要带齐证明身
份的证件，以备随时接受检查。

在大马士革做生意的布沙拉表示，现在
看，形势已经变好了，民族和解取得了进步，
大部分人应该和自己一样乐观，这可以从他
们脸上放松的表情感觉到。

来自中部城市霍姆斯的哈比卜说，内战
爆发初期，霍姆斯局势很恶劣，现在 5 年过去
了，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虽然危机还没终结，
但已经在朝着结束的方向发展。

来自南部德拉市的 55 岁教师优素福告
诉记者，5 年来，德拉市并没有发生大的变

化，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一直在这一地区
展开争夺。他说，各民族的人曾经在叙利亚
和谐相处，希望未来大家还能像过去一样
继续生活下去。

(记者车宏亮、杨臻)
新华社大马士革 3 月 15 日电

期盼阴云散去：叙利亚危机五周年街头见闻

▲ 3 月 15 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老城巴卜图玛，一名男子骑车经过。15 日早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上空飘着乌云，不时下起雨来，已
经转暖的天气变得有些阴冷。好在这样的天气没有持续多久便艳阳高照，晴空万里。一切看似平静。只有不时从身边经过的身着迷彩服的士
兵，随处都会遇到的检查点，以及一些建筑周边设有的路障，才会提醒我们身处一个战乱国家。 新华社记者杨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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