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引发海外华侨
华人、中资企业和维和人员热烈反响。他们表示，伟大的抗
美援朝战争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激励人们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会长王海军说，重温历史，人们
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有胆量、有骨气。中
国人民爱好和平，但也不畏斗争，我们将传承和发扬抗美援
朝精神，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宋立水表示，抗美援朝战争充分
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毅力，为维护地区与世
界和平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原毅说，抗美援
朝战争伟大胜利告诉我们，没有打不败的顽敌。抗美援朝精
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将激励我们不断努力向前。

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加清表示，当前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需要我们发扬抗美援朝精神，
应对新挑战。旅法华侨华人将始终与全球华侨华人一道，做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英国东北同乡会暨商会会长黎丽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保
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我们要世代传承和发扬抗美
援朝精神，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一
切挑战。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李锦辉表示，中国军
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
赢得了世人尊重。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与
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

步而奋斗。
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高和军表示，

抗美援朝战争为维护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我们将铭记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
量。

澳大利亚全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盟会长钱启国说，抗
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要珍惜
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总会长李中平表示，我们海
外侨胞要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守正创新、奋勇向前，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不懈努力。

白俄罗斯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刘洋表示，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要世代发扬。万众一心、舍生忘死、奋勇向前的精神将继
续激励我们，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李学刚说，每个中华儿女都应
将抗美援朝精神牢记心间，在其鼓舞下攻坚克难，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雷说，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新。我们将继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超西说，回顾历史将
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不畏困难、应对挑战的信心。在抗美援
朝精神激励下，海内外中华儿女将奋勇向前，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巴拿马《拉美侨声报》董事长、巴拿马中华总会秘书长周
健表示，重温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要
铭记历史，坚韧向前。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朱廷婷说，中国
文化是和平、包容的文化。追求和平并不代表软弱，面对侵
略和困难，我们亦勇敢而坚韧。

津巴布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新举说，抗美援朝
战争伟大胜利充分说明正义必胜、和平必胜。我们要将抗美
援朝精神世代传承下去。

西班牙马德里乌塞拉侨界联盟主席徐宋灵表示，重温抗
美援朝战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海外侨胞非常珍惜来
之不易的繁荣和稳定，愿为祖（籍）国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驻坦桑尼亚代表李欢
说，如今许多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畏艰苦、勇于拼搏，做出一
番成就。我们将用实际行动，继续传承和发扬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

中国第六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中士谢奎元说，
在新时代，我们维和军人同样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走出国门，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我们履行好维护和平与正义的神圣
职责。

中国第三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指挥长褚
志勤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我们维和官兵将大力弘扬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不畏艰险、不辱使命，让中国爱好和平的声音
传遍非洲大地。

中国第 19 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连长蒙卓霖
说，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
利。我们维和官兵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为维
护世界和平继续贡献中国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参与记者：章建华、陆睿、姜
俏梅、李奥、马意翀、唐霁、张代蕾、宫若涵、杨臻、白林、卢怀
谦、郝亚琳、林昊、刘雄马、黄礼明、魏忠杰、李东旭、任军、倪
瑞捷、苏津、吴丹妮、张玉亮、冯俊伟、李斯博）

铭记伟大胜利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奋斗不止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海外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和维和人员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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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0月25日电（记者王慧慧 金晶）据英国
广播公司25日报道，英国和欧盟重启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
未来关系谈判后，原定于 25 日结束的第一阶段谈判将延
长。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原定22日至25日在伦敦举行的
谈判将延至28日。报道援引欧盟消息人士的话说，29日起
谈判将继续在布鲁塞尔进行。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布
兰登·刘易斯说，延长谈判是表明可达成协议的“一个很好
的迹象”。

英国首相约翰逊 9月 7日表示，10月 15日是英国与欧
盟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欧盟国家领导人 10月 15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后，英方一度表示，欧盟峰会标志着
双方谈判已经结束，如果欧盟不从根本上改变立场，就没
有再谈的必要。在欧盟方面表态达成协议需“双方妥协”
以及“愿在协议法律文本基础上加以讨论”后，英国21日同
意重启谈判。

英国和欧盟未来关系谈判再延期

新华社东京10月26日电（记者姜俏梅）日本首相菅义
伟在 26日召开的第 203届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强调
在防止出现暴发性感染新冠病毒的基础上重启社会经济
活动，促进经济早日复苏。

这是菅义伟 9月 16日当选日本首相以来的首次施政
演说。在谈到新冠疫情对策时，菅义伟说，将防止出现新
冠病毒的暴发性感染，坚决守护国民生命和健康。

他表示，政府计划明年上半年在优先确认新冠病毒疫
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后，保证可供全民接种的疫苗数
量，并优先为高龄者、基础病患者以及医务工作者免费接
种。

菅义伟还表示决心在明年夏季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这将是“人类战胜病毒的证据”。

他强调将全力推行行政改革，破除行政条块分割。他
还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日本首相强调在严防疫情暴发基础上重启经济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25日的数据显示，全美
23 日和 24 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分别为 82929 例和
83851例，连续刷新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图为纽约时报广场的一家餐厅。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美国连续两天单日新增新冠病例超8万

新华社开罗10月26日电（记者李碧念）据埃及《金字
塔报》26日报道，埃及总统塞西日前签署总统令，将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的紧急状态自26日起再次延长3个月。

根据该总统令，埃及安全部队将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恐
怖主义威胁，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维护国家稳定与安
全。

今年4月，埃及议会通过《紧急状态法》多项修正案，赋
予总统和政府部门在紧急状态下关闭学校、禁止公共和私
人集会、禁止出口特定商品、限制贸易等权力。

埃及再次延长紧急状态3个月

新华社第比利斯10月26日电（记者李铭）阿塞拜疆和
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实施人道主义
停火的最新协议 26 日生效，但纳卡地区冲突仍未平息，
阿亚双方继续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进攻。

阿塞拜疆通讯社 26日援引阿国防部消息称，亚美尼
亚部队 26日晨向阿境内的塔乌兹、塔塔尔、格达巴尔等
地区开火。亚美尼亚通讯社则援引 26日亚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斯捷潘尼扬的声明报道说，阿军方在新一轮停火协议
生效后不久即对纳卡地区东北和东南方向发动了炮击。

亚阿两国 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在纳卡地区实
施人道主义停火的最新协议，双方同意从当地时间26日8
时起实施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这是纳卡本轮冲突爆发以
来，双方达成的第三份停火协议。

最新停火协议生效 纳卡冲突仍未平息

近年来，甘肃省永靖县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利
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以苹果为代表的
特色林果产业。目前，该县果园面积2万多亩，年产果品约
3500万公斤，有效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图为果农在采摘苹果。 新华社发（史有东 摄）

苹果飘香助脱贫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张辛欣、安蓓）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秘书长赵辰昕 26日表示，近日出台的《关于支持民
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从切实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完善资源要素保障等
多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包括进一步降低用能用网成本、进一
步放开设计施工市场等，旨在为民营企业解决当前发展难
题，蓄积长远发展动力。

赵辰昕是在 26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
见》，包括继续推进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用能用网成本等38
条举措。

“支持民营企业，信心是关键，公平是基础，创新是核
心。”赵辰昕说，在继续实施各项支持政策基础上，文件在降
低企业成本、公平竞争等方面出台具体举措。比如，加快电
网企业剥离装备制造等竞争性业务、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方式
等，并鼓励各地建立统一的民营企业政策信息服务平台，建
立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清单制度。

针对促进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工信部中小企业局负
责人秦志辉在会上说，将加快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投诉
处理和失信惩戒制度以及监督评价机制，加强督促检查，并
将落实情况纳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

赵辰昕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围绕优化环
境、强化服务、凝聚合力、试点示范等四方面抓好落实，激发
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国出台一揽子具体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10月26日，90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杨秀珍来到位于昆明
市官渡区的云大附中星耀学校小学部，与师生们一同参加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活动，为学
生们讲述抗美援朝时的经历，鼓励同学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爱国主义情怀，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图为杨秀珍与师生一同参加抗美援朝英雄故事分享会。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新华社贵阳10月26日电（记者向定杰）我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对 832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农村网
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
元。

这是记者从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 2020年全国
网络扶贫暨数字乡村发展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的情
况。此次会议由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
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贵州省委、省政府共同主办，旨在
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网络扶贫，接续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

会议指出，自2016年以来，全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扎

实推进网络扶贫，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其中，全国贫困
地区网络覆盖目标提前超额完成，贫困村通光纤比例由实
施电信普遍服务之前不到70%提高到98%；全国中小学（含
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从 2016年底的 79.2%上升到 2020年
8 月的 98.7%；远程医疗实现国家级贫困县县级医院全覆
盖；网络公益扶贫惠及更多贫困群体。

会议期间，中国移动、阿里巴巴、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
会等 38家企业、社会组织与 42个未摘帽贫困县达成 77个
网络扶贫结对帮扶项目，涉及网络覆盖、农特产品在线销
售、远程教育、电商培训、智慧出行等方面，将持续增强贫
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白瀛）60多年前，长春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故事片《上甘岭》上映，成为我国第一部
抗美援朝故事片。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中国电影资料馆完成了该片4K精致修复，使其
再现银幕。

电影《上甘岭》由沙蒙、林杉执导，高保成、徐林格、刘玉茹
等主演，讲述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
的率领下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故事。影片主题歌《我
的祖国》也被传唱至今。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小光25日在京介绍，已完成4K
修复的电影《上甘岭》是目前观众能看到的最清晰的版本。中
国电影资料馆2006年启动“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
至今已完成 3100余部馆藏影片的数字化转换及保护性修护
工作，并重点对数百部经典影片进行了 2K、4K精致修复，其
中包括《燃烧的影像》《解放了的中国》《上甘岭》等经典影片。

我国首部抗美援朝故事片《上甘岭》
完成4K精致修复重现银幕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近日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
职业排行。其中，营销员、保洁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
品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客服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快递员、
车工等位于“最缺工”职业前10位。

据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这一排行是人社部
组织 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集汇总三
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有关招聘、求职需求等信息基础上，形成
的 100个招聘大于求职的“热门”职业，具体名单可在人社
部官网进行查询。

卢爱红表示，与二季度相比，本期排行招聘需求人数和
求职人数呈现“双下降”。100个职业的招聘需求人数环比
下降 11.6%，求职人数下降 33.8%。求职人数下降更明显，

缺口人数有所扩大。缺口数从二季度的74.6万人上升到了
82.4万人。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季度复工复产带来的需求反
弹出现回落，市场供求开始恢复常态，但‘最缺工’的100个
职业供求关系仍然比较紧张。”卢爱红说，这里头，生产制造
及相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涉及 38 个职
业，专业技术人员涉及18个职业。

三季度排行还显示，制造业需求复苏明显。新进排行
的28个职业中，仪器仪表制造工等19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
相关，占比是67.9%。短缺程度加大的15个职业当中，装配
钳工等5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是30%。同时，中
学教育教师、小学教育教师也首次进入 100个“最缺工”职
业的排行榜。

全国这100个职业最缺人

新华社巴黎10月25日电（记者唐霁）法国外交部 25
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土耳其政府在巴黎西北郊孔夫朗-圣
奥诺里讷市袭击事件上发表不当言论且侮辱法国国家元
首，法国于当天召回驻土耳其大使。

声明说，在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中学教师遇害后，土
耳其政府没有对恐怖主义进行谴责或对法国声援，而是

“散布对法国的仇恨和诽谤性言论”，直接侮辱法国总统马
克龙，这种行为“不可接受”。

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 16日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教师因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涉及宗教的漫画，被一
名车臣裔男子袭击身亡。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谴责这起

“恐怖袭击”，并表示政府将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

法国召回驻土耳其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