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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邓晨、高银鹏同志：

根据《产险辽宁分公司员工手

册（2019 版）》第六章行为规范第四

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未经公司同

意，员工脱岗、失去联系连续3个工

作日及以上，属旷工行为，依据管理

办法给予辞退处理。限你们于收到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起或此通知见

报之日起 3 日内到公司协商解除劳

动合同相关事宜，逾期不到，后果自

负，特此通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分公司

2020年9月26日

封路通告
由于营口市葛家桥危桥（K196+

597）养护工程施工，需全幅封闭鸡高

线 K196+450—K196+750 区段。封

闭时间为2020年9月29日至2020年

12月30日。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

便道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事务中心

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0年9月26日

9月2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顾客在一家超市选购月饼。中秋节将至，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些超市装
饰一新，多款月饼上市。 新华社发

多伦多：月饼上市迎中秋

为应对新冠疫情反弹给英国
经济复苏带来的冲击，英国财政大
臣苏纳克 24 日宣布，政府将采取
一系列新的财政支持措施，以保护
就业、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新的一揽子方案名为“冬季经
济计划”，具体措施包括：政府从11
月1日起推出为期6个月的新薪酬
补贴政策，帮助企业留住员工；将
原有餐饮、旅游业减税计划延长至

明年3月底；针对疫情的企业贷款
期限从6年延长到10年等。

苏纳克表示，这些新举措旨在
应对新一轮疫情对“脆弱的经济复
苏的威胁”，其主要目标保持不变，
仍是保护就业。

对于政府推出的新措施，英国
工业联合会负责人卡罗琳·费尔贝
恩表示，这有助于在今年冬天留住
大量工作岗位，避免在应对疫情时

造成“不必要的失业疤痕”。
英国小企业联合会主席迈克·

谢里表示，英国小企业即将面临极
其困难的冬季。这些新措施将为
中小企业提供紧急贷款支持，为小
雇主等提供新的工资支持，而延长
减税举措有助于相关企业拥有更
多现金流。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 24 日
确诊新冠病例 6634 例，为 5 月以
来最高单日数字。英国首相约翰
逊 22 日宣布，为防止疫情进一步
反弹，政府决定采取多项更严格
的防控措施。除非在疫苗、治疗
等方面取得足够进展，否则这些
新的限制性措施预计会持续 6 个
月左右。

英国埃信华迈公司和英国特
许采购与供应协会23日联合发布
的报告显示，9月英国经济复苏已
出现放缓迹象。当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PMI）从8月的55.2下
降至 54.3，服务业 PMI 从 8 月的
58.8降至55.1。

埃信华迈公司首席商业经济
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表示，9月英
国经济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反弹
乏力，市场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疫
情及就业前景表示担忧。

记者 孙晓玲
新华社伦敦9月24日电

应对疫情反弹

英国推出新财政支持计划

图为在位于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学生走过新冠病毒检
测点。 新华社发

9月24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动物园工作人员为一只斑头雁注射疫
苗。这所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的禽类动物注射疫苗，以防控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的发生。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副部长伊萨耶娃21日表示，自本月9日以来，
哈约有5.4万只家禽因感染H5N8高致病性禽流感死亡。 新华社发

哈萨克斯坦：
注射疫苗防控禽流感

9月24日，人们戴着口罩行走在耶路撒冷的马哈内耶胡达市场。以色列政
府24日批准，将从25日14时开始在该国实施更为严格的全面“封城”措施，相关
措施为期两周。以卫生部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425
例，累计确诊212115例。 新华社发

以色列实施更严格“封城”措施

据新华社哈拉雷 9月 25 日电
（记者张玉亮） 津巴布韦首家中医针
灸中心 25 日在津最大的公立医院帕
里雷尼亚图瓦医院正式揭牌运营。

津巴布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康斯
坦丁诺·奇温加与中国驻津巴布韦大
使郭少春以视频方式共同为中医针灸
中心“云剪彩”。奇温加在致辞中表
示，实践证明，中医药对治疗多种疾病
和缓解疼痛有明显疗效，他对中医针
灸中心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充满信
心。他希望津中两国在医卫等各领域
继续保持密切合作，促进两国友谊更
上新台阶。

郭少春表示，中医药是中国医药
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针灸
中心的建成，是中津两国在医药卫生
领域合作成果的重要体现，希望中心
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为

增进当地民众的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中医针灸中心牵头人、第 17 批

中国（湖南）援津巴布韦医疗队队长
江志超介绍说，该中心是“中津两国
关于开展传统医药和针灸领域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中确定的重点合作项
目。在中津两国政府共同推动和中
资企业、在津侨胞的支持下，该项目
克服了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中心得
以顺利建成。

根据谅解备忘录，中心将由中津
双方共同管理运营，现有1 名中国中
医专家、2名理疗师、3名治疗师，开设
了中医诊疗室、针灸艾灸治疗室、推拿
理疗室、特色技术培训室等科室，通过
针灸、艾灸、火罐等中医药特色技术，
为当地民众提供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同时为津巴布韦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
进行中医理论和实践培训等。

津巴布韦首家中医针灸中心
揭牌运营

据新华社比利时奥斯坦德9月
24日电（记者潘革平） 比利时奥
斯坦德—布鲁日机场 24 日举行隆
重仪式，欢迎北京宏远集团的货运
航班正式入驻。这标志着连接该
机场与中国多地的“空中丝绸之
路”新航线正式开通。

出席仪式的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曹忠明在致辞时表示，希望合作双
方抓住机遇，携手共进，积极寻求发
展利益最大公约数，做大做强中比
物流合作这块蛋糕，把中比务实合
作走深走实，共同推动中比“空中丝
绸之路”进一步互联互通。该机场
所在的西佛兰德省省长卡尔·德
卡吕韦在致辞时表示：“我们与中
国的特殊友好关系延绵数百年，
双方合作前景广阔。我们欢迎更
多中国企业通过西佛兰德省进入
比利时、进入欧洲。”

中比开通
“空中丝路”新航线

据新华社联合国 9月 24 日电
（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24日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以创
新方式思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以
适应21世纪的需要。

古特雷斯当天在安理会关于“后
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最高级别辩论
会上说，新冠疫情是一次全面危机，它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暴发，叠加
其他全球性威胁，以不可预测和危险
的方式蔓延；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超过

3000 万人确诊，近 100 万人死亡。造
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全球准备不足，
缺乏合作和团结互助。

古特雷斯表示，在联合国成立75
周年之际，国际社会亟须以创新方式
思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以适应21
世纪的需要。他呼吁建立一个果断、
协调、灵活、随时可应对各种挑战的全
球治理体系。古特雷斯期望新冠疫情
暴露出的问题能够鞭策各国立即行动
起来，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古特雷斯呼吁以创新方式
思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

新华社首尔9月25日电（记
者陆睿 耿学鹏）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25日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本月互致亲笔
信，就应对台风灾害和抗击新冠疫
情等内容交换了意见。

青瓦台当天公布了双方亲笔信
原文。文在寅于9月8日向金正恩
致信，金正恩于9月12日回信。

文在寅在信中说，金正恩委员
长亲自前往台风受灾现场向处在困
境中的民众表达慰问、指导灾后重
建工作，他对金正恩尊重生命的强
烈意愿表示敬意。文在寅还在信中
祝愿朝鲜同胞早日战胜一切困难。

金正恩在回信中对文在寅表达
了谢意。他说，最近听闻南方疫情
持续且接连遭受台风灾害，但他坚
信文在寅总统能够战胜危机。

韩国总统府称
韩朝领导人
互致亲笔信

“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
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日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发表重要讲话，回应时代之变、世界
之变，针对当下国际乱局发出中国
宣言，着眼人类前途命运，给出中国
答案，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强音。

应对危机挑战
凝聚团结合作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给人类带来前所未
有的风险挑战。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突破3000万，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
萎缩 3.2%，新冠肺炎疫情或引发粮
食危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恐
无法如期实现……联合国此前不断
发出警示。

风险挑战面前，团结合作还是
分裂对抗？共担责任还是诿过他
人？各国面临抉择。

站在联合国的多边舞台上，习
近平主席提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

“制定全面和常态化防控措施”“关
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
家”四点倡议。

“这四点倡议着眼的是全世界
人民的健康与福祉。”中央党校教授
徐浩然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达
了中国同各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的真诚意愿，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中
国正是为了团结和共识而来！”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认为，习

近平主席的四点倡议不仅站位高，
而且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至
善之策，更是治本之方。“在个别国
家借疫情大搞政治操弄的当下，世
界期待中国发出团结合作的声音。”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紧密
相关，命运紧密相连。眼前这场疫
情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
机，各国必须做好携手应对更多全
球性挑战的准备。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
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
强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阮宗泽说，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各国领导人克服疫情造
成的实际困难，以视频方式齐聚一
堂，这本身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
团结合作的期待。“只要团结起
来，人类就能化危为机，在变局中
谋划新局。”

坚持多边主义
指引全球治理方向
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全球治理

体系中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也随
之放大。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还
是坚持多边主义，在现有基础上不
断完善？

习近平主席给出的答案响亮而
明确：“我们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
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
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
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历史趋势”“国家之间可以有
竞争，但必须是积极和良性的，要守

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习近
平主席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进一步明确方向。

“当下的很多挑战，不在于问题
本身有多难，而在于多边主义不能
有效践行。”高飞说。

坚持多边主义，中国不仅是积
极的倡导者，更是坚定的践行者。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新
举措：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支持；
将设立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
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国－联合
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2025年到期
后延期5年；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
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用一以贯之的实际行动，
向世界表明对联合国事业的支持，
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对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的秉持。”外交学院当代中国
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张历历说，作为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
这一态度，无疑将有力增进各国对
联合国的信心与信任，对国际秩序
的稳定和全球治理的完善有了更多
的期待。

着眼共同未来
展现大国历史担当
今天，人类同新冠肺炎疫情的

斗争还在继续，世界经济复苏的需
求尤为迫切。

“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残酷的方
式，揭示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事
实。而各国在抗疫中展现出的团结
协作，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
入人心的生动写照。”高飞说。

5年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习
近平主席清晰擘画了“五位一体”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
径，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
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了中国方案。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主
席22日进一步阐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
戚与共的地球村里”“任何国家都不
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
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跳出小圈子
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
作共赢理念”“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
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
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人 类 文 明 多 姿 多 彩 的 天 然 形
态”……

“5 年前，习近平主席阐述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世界看到了一
位世界级领导人的长远眼光与宏阔
视野。5年间，事实不断证明，这一
理念具有指导实践的科学性和不断
拓展的生命力。”阮宗泽说。

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海
洋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从写入联合国决议，到载入
安理会决议，再到载入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决议……几年来，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内涵日益丰富，在国际
上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
越大。

“事实证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对于推进全
球减贫事业、实现共同发展至关重
要。”巴基斯坦《时代之声报》专栏作
家阿斯拉姆·汗感慨。

记者 郑明达 邹多为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命运与共的时代强音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的重要讲话系列解读之三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25日
电（记者尚昊） 以色列国防军 25
日宣布已成功进行一项新型导弹系
统试验。

以国防军表示，该新型导弹
系统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开发。以海军与以国防部国防研
究发展局合作，于上周成功进行
了新系统试验。试验期间，新系
统成功向一艘虚拟目标船发射一
枚导弹。

以色列成功进行
新型导弹系统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