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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1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18 日给南京大学的留学归国青年

学者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以李

四光、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

在海外学成后回国投身科教事业，在各

自岗位上努力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取

得丰硕成果，我感到很欣慰。值此南京

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谨向你们并向

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你们在信中表示，生逢

伟大时代是人生之幸，留学归国青年要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这些话讲

得很好。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留学报国

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

觉追求，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

自强上再创佳绩，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

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 1902 年

的三江师范学堂，1950年正式定名为南

京大学。建校120年来，一批批留学归国

人员在南京大学留下了报国为民的奋斗

足迹，李四光、程开甲等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海外学成

归国到南京大学工作的 120名青年学者

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书育

人、科研创新等方面工作感悟，表达了弘

扬优良传统、担当强国使命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

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

◉5 月 19 日，金砖国家政党、
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以视频
方式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5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上下齐心协
力，加大市场主体纾困力度，切实
稳就业保基本民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月 18
日致电伊丽莎白·博尔内，祝贺她
担任法国总理

◉今年夏粮最低收购价全面
提高

◉商务部 5月 19日发布数据
显示，1至 4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

外包合同额 5899 亿元，执行额
38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8%和
15.3%

◉记者从 5月 19日举行的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上海将分步、稳妥地推进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恢复，拟从 5月
22日起逐步恢复跨区公共交通

◉俄罗斯外交部 5月 19日宣
布，将驱逐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外
交人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月
18日发表声明说，美国驻乌克兰大
使馆当天正式重新开放

◉澳大利亚麦夸里岛附近海
域5月19日发生6.9级地震

（均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 5 月 20 日至 24

日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这是拜登去年

1月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访日期

间，拜登还将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峰会，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此行旨在巩固

同盟关系，并继续通过“四边机制”峰

会，加快推行其所谓的“印太战略”。拜

登此番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在韩日

引发不少质疑声，美国搞封闭排他“俱

乐部”图谋注定难以如愿。

欲打“经济牌”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

文 18日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此

行将有机会“重申并加强”美国与韩日

的重要安全同盟，并加深与这两国的经

济伙伴关系。

沙利文说，访韩期间，拜登将与韩

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并与韩国科技

界和制造业领袖会面。白宫新闻秘书

让-皮埃尔向媒体确认，拜登在韩国期

间不会前往朝韩军事分界线地区。访

日期间，拜登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

行会晤，并就深化两国经济安全领域合

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磋商。拜登还将

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并推出

“印太经济框架”。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日美两国政

府考虑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深化合作，

并打算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发表联合声

明。联合声明除了包括加强合作研发及

生产半导体相关事宜外，也将包括在数

字网络、航天等新的防务领域加强合作。

韩国《京乡新闻》刊文指出，对美国

来说，经济和安保议题是拜登此行的优

先议题。韩联社报道认为，俄乌冲突爆

发之后，美国的外交安保力量多集中在

欧洲，在此背景下拜登出访韩日，凸显美

方意欲加快推进其所谓的“印太战略”。

大搞“小圈子”

拜登政府今年 2 月发布酝酿已久

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本月 12 日至

13日，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美首都

华盛顿举行，会议期间美国竭力推销其

“印太战略”，意欲挑起地区国家间对

立。

分析人士认为，在所谓的“印太战

略”中，美方声称要推进地区“自由开

放”，实际上却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

系”“四边机制”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

子”；声称要强化地区安全，实际上却制

造严重核扩散风险，破坏地区和平稳

定；声称要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却挑

动地区国家间对立对抗。

“印太经济框架”实质就是“印太战

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根据《美国印太

战略》文件，“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开发新

型贸易方式，根据开放原则管理数字经

济和跨境数据，促进健康安全的供应链，

并与参与国共同投资清洁能源领域。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

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

认为，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不会令

该地区信服，“四方机制”在维护“印太

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也将有限。

尽管韩日已表示将加入“印太经济

框架”，但有日本媒体指出，到目前为止

该框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法很不透

明，其前景或面临诸多难题。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一份报告说，美国今年 11月将

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由于美国国内供应

链混乱、劳动力不足、通胀加剧，民众积

怨颇多，在此情况下，拜登能否将足够

的政治资本分配给这一经济框架将面

临严峻考验。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

所研究主管高桥俊树说，“印太经济框

架”不是一个含有市场开放、关税减让

等实质内容的贸易协定，对部分国家来

说吸引力不大。

图谋难如愿

分析人士指出，开放合作、互利共

赢才是亚太地区人民的共同期待，而美

国近期为了一己私利拉帮结派搞“小圈

子”，显然与这样的愿望背道而驰。美

国的一系列做法在韩日引发反对声浪，

此番欲借“印太经济框架”搞封闭排他

“俱乐部”的图谋注定难以如愿。

韩国国立外交院经济通商开发研

究部负责人金良姬说，如果美国一意孤

行地寻求构建“印太经济框架”，将会对

由东盟发起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破坏，这违背

了拜登政府所谓重视同盟的路线以及

尊重东盟在区域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的

承诺。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表示，

“冷战思维”早已过时，但仍有个别国家

固守这一思维，企图煽动对立对抗、制

造冲突争端。美国声称“印太经济框

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但在实际操

作中却排除特定国家，此举暴露出美国

的虚伪。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

川知雄认为，若“印太经济框架”是为了

限制与中国的贸易，那这一框架将不会

给其成员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只会限

制贸易。他认为，加入其中的国家会很

少，这一框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也将有

限。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拜登访韩日 搞“小圈子”玩新花样

美国白宫近期宣布，总统拜登将于

5 月 20 日至 24 日访问韩国和日本。这

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亚洲。拜登

亚洲之行首选韩日并非偶然，暴露出美

国纠集盟友围堵中国、向域内国家兜售

“对抗”祸水的企图，其破坏域内国家互

信与合作、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险恶用心

值得高度警惕。

美国借“经济合作”之名，行“排挤

他国”之实，路人皆知。据媒体披露，拜

登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启动“印太经

济框架”磋商，并向地区国家推销具有浓

重对抗色彩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

架”是“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目

的是把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国际供应链

之外，从而遏制中国发展、延续美国经济

霸权。美国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由开放

的印太地区，实际上却一心打造排他性

“俱乐部”，人为设置障碍以阻挠多边开

放合作，把所谓的“经济框架”作为打压

他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韩国《中央日报》指出，美国力推的

“印太经济框架”暗含经济上牵制中国

的意图，同时通过美日印澳参与的“四

方安全对话”机制在军事安保层面针对

中国，从而实现经济和军事“双轨”抗中

的目的。

美国搞“小圈子”挑动地区对抗，不

得人心。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

争对手和“假想敌”，渲染所谓“中国威

胁”，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心态，

强迫盟友“选边站队”，不惜一切代价压

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战略”，还是“四边机制”“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本质上都是美国在蓄意制造

“小圈子”，鼓吹阵营对立。这不仅与域

内多数国家主张的自由贸易、多边主义

背道而驰，还将加剧地区分裂动荡，损害

各国期盼的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日前结束的美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上，美国向东盟各国施压，意图围

堵中国，但从会议成果来看，美方如意

算盘未能得逞。不仅“印太经济框架”

遭冷眼观望，美方在日程安排上处处居

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也招致东盟国家反

感和不满。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不是地缘

政治的棋局，不应受霸权主义威胁。从

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到出访亚洲，从

即将在日本举行的“四边机制”峰会到 6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美

国对盟友“软硬兼施”，不断增强在经

济、军事、安全各领域打压中国的力度，

不遗余力在亚太地区煽风点火，竭尽所

能兜售对立对抗的“毒药”。美国为一

己私利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为维系全

球霸权而搅乱地区秩序，是世界秩序的

祸乱之源。

亚洲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

潜力的地区，本应在携手抗击疫情、促

进经济复苏、共同稳定全球产业链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美方一味怂恿“脱

钩”“断链”，唯恐天下不乱，对地区团结

合作带来巨大冲击，给地区发展前景造

成重大威胁。

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是亚太地

区的大势，是民心所向。任何为了一己

私利损害亚太地区国家根本和长远利

益的行为，都注定走不远也行不通；任

何拉帮结派、搞分裂对抗的企图都不可

能得逞。（新华社首尔5月19日电）

警惕美国在亚洲兜售“对抗”祸水

新华社布鲁塞尔 5月 18 日电 （记

者康逸）欧盟委员会 18 日宣布，欧盟计

划从现在到 2027 年间增加 2100 亿欧元

投资，支持绿能方案发展，计划在 2027

年前逐步摆脱对俄化石燃料的依赖。

18 日当天，欧委会公布了该项方案

细则。根据方案，欧盟计划通过节约能

源、多元化能源供应、加速可再生能源发

展以及投资和改革等方式尽快摆脱对俄

化石燃料的依赖，提出将欧盟 2030年的

能 效 目 标 从 9% 提 高 到 13% ，同 时 到

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从 40%提高至 45%。

相关资金将动用欧盟恢复基金和通

过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来筹措，用于支

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以及进口

液化天然气等方面。

计划增资2100亿欧元

欧 盟 极 力 摆 脱
对 俄 能 源 依 赖

据新华社洛杉矶 5 月 18 日

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 18 日表示，截至当日，全

美已累计报告 180例不明病因儿童

急性肝炎病例，最近两周内新公布

的病例超过 70例。

美疾控中心公布的信息显示，

这些不明病因儿童急性肝炎病例

来自全美 36 个州或地区，累计病

例较本月 5日公布的 109例增加了

71例。

美疾控中心说正继续调查可能

导致这些病例的病因，包括检测及

排除一些通常会导致肝炎的病毒。

目前近半数患者存在腺病毒感染。

美疾控中心还在通过进一步的实验

室检测来研究病毒基因组和其他潜

在病原体，包括新冠病毒等。

最近两周内新公布病例超过70例

美报告180例不明病因儿童肝炎病例

新华社北京 5月 19日电 （记

者朱超）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9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日本强

推核污染水排海方案表示关切，日

方应正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广

大民众的正当诉求，同包括周边国

家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

机构充分协商，寻找核污染水的妥

善处置办法。

据报道，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

会 18 日公布了一份关于福岛第一

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申请的

“审查书草案”，并将在公示 1个月、

征集公众意见后决定是否正式批

准排海计划。外界认为这意味着

日本核监管机构对核污染水排放

计划“亮绿灯”。

赵立坚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近段时间，日本政府、东京电力公

司等就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

划动作频频，加快排海方案审批进

程，启动核污染水管道排水口等工

程建设。“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

的正当合理关切，日方拒不回应，

时至今日仍没有对福岛核污染水

排海方案的正当性、核污染水数据

的可靠性、净化装置的有效性、环

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作出充

分、可信的说明。日方这种自私自

利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他说，日方应正视国际社会和

日本国内广大民众的正当诉求，同

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利益攸关方

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寻找核

污染水的妥善处置办法，而不是固

守并强推排海方案。

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方案

中 方 表 示 关 切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9 日应询指

出，“台独”顽固势力“尽台湾之物

力，结外国之欢心”，妄图将全体台

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变成“以

武谋独”的牺牲品，推向灾难的深

渊，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有记者问，吴钊燮近日接受

外媒采访再度渲染所谓大陆“军

事威胁”，鼓吹“全民动员，自我防

卫”，并寻求美国和北约支持。与

此同时，美方一些人提出所谓“大

陆攻台时，美军应摧毁台湾基础

设施救台湾”的谬论。对此有何

评 论 ？ 朱 凤 莲 答 问 时 作 上 述 回

应。

朱凤莲指出，吴钊燮有关言论

彻底暴露“台独”顽固势力蓄意分

裂国家、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

政治企图。他们勾连外部势力遂

行“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

图借所谓“全民动员”，让台湾老百

姓作为其谋“独”的人质，毫无人

性。他们“尽台湾之物力，结外国

之欢心”，妄图将全体台湾民众绑

上“台独”战车，变成“以武谋独”的

牺牲品，推向灾难的深渊，是彻头

彻尾的民族败类。

她说，美方一些人扬言“炸毁

台积电”“摧毁台湾基础设施”，尽

显将台湾民众当作棋子和炮灰的

冷血无情、图谋“以台制华”无所不

用其极的邪恶用心。这就是“台

独”分裂势力卖身投靠给广大台湾

同胞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广大台

湾同胞情何以堪！

国台办批吴钊燮言论：

“台独”顽固势力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上接第一版）就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密切沟通协调，照顾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相互尊重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抵制冷战思维和集团

对抗，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发展是新兴市

场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共 同 任

务。面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加

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

结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重要。五国要同更多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交流，增

进理解互信，拉紧合作纽带，加深

利益交融，让合作的蛋糕越做越

大，让进步的力量越聚越强，为实

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

景作出更大贡献。

李富强，性别男，身份证号

410481198901154035，从 2021年 10

月 25 日起在未履行任何手续的

情况下连续旷工 15 天以上，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及签订的

《劳动合同书》中第七条约定以及

《河钢集团舞钢公司职工管理办

法》之规定，公司决定予以解除劳

动合同。单位已于 2022年 5月 12

日通过邮政 EMS向您邮寄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经多次与您联

系未果。请您自本通告刊登之日

起30日内到舞钢实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腾龙工程队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未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通知。

联 系 电 话 ：0375- 8111204

0375-8111793

舞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5月 20日

解除劳动合同登报声明

5月18日，

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在安卡

拉发表讲话。

土耳其总

统 埃 尔 多 安

18 日表示，作

为 北 约 成 员

国 ，土 耳 其 不

会同意任何可

能危及北约组

织和土耳其自

身安全的北约

扩大行为。

新华社发

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