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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
来之际，庆祝 2019 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0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
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
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
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参加会
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她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
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
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教
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
德施教、立德树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严爱
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 名“全国模范教师”
、79 名“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工作者”、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
及 1432 名“全国优秀教师”、158 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李克强会见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并座谈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0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中美企业家
对话会的美方代表。美国工商企业界和前高官代表
围绕中美经贸关系等谈了看法和建议。李克强同他
们座谈交流。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40 年来，
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中美
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存
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

共识，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求同存异，找到双
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分歧的办法。
李克强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正在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对在国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更加重视保护
知识产权。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放开，服务业开放
也在加快推进。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欢迎包括美国
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对华经贸投资合作，更好实现互
利共赢。

松饼和茶食

美方代表祝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他们表示，在
座的美国企业长期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发展，积极
在华开拓业务，扩大对华投资，寻找长期合作机会。
美国企业对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感到鼓舞，将秉持长
远眼光看待当前美中经贸摩擦，反对削弱同中国经济
关系的作法，绝不愿看到美中经贸脱钩。希望两国经
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尽早达成协议。相信双方一定
能够找到推动美中关系持续前行的办法。
何立峰、曾培炎参加上述活动。

——韩国之“迎中秋”

9 月 13 日，中国将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
月饼作为中秋节的传统糕点，久负盛名，备受人们
的喜爱。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是否也有自己独
特的中秋传统糕点，让人食之难忘呢？答案是肯定
的。

者”，授予 1355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
还推选了 10 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
张梦伟，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
儿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
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代表、四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参加会见。

国际关注

特朗普称
与塔利班谈判“已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美方与阿富汗塔
利班的谈判
“已死”
。
媒体曝出更多谈判叫停背后的隐情，对拟议中
协议的内容，
各方都有不满。
塔利班方面先前回应，特朗普取消谈判决定“只
会让美方承受更多损失”。美军高官说，美军在阿富
汗可能加强行动，
以应对塔利班袭击。

【谈判“没戏”
】
特朗普 9 日告诉媒体记者，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在
我看来，已经死亡”。美联社报道，这显示特朗普认定恢
复与塔利班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没有意义。
特朗普 7 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宣布，取消原定 8
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与塔利班领导人
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分别举行的秘密会面，同
时叫停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缘由是塔利班承认 5 日在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袭击导致 1 名美国士兵和另外
11 人死亡。
就从阿富汗撤军事宜，特朗普说将看情况决定是否
减少美国驻军。
“我们希望撤出，但我们将在合适的时间
离开。”

【阿方“设阻”
】

9 月 10 日，在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传统饮食
研究所，所长尹淑子（右）和徒弟展示做好的松饼。
在韩国，中秋节被称为“秋夕”，是韩国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之一。从前在秋夕节的清晨，韩国家家
户户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家庭成员在家中长子的
带领下，身着传统服饰，进行献酒、按顺序行叩礼等
一系列祭祀活动，并摆放新米、松饼以及各类水果
和鱼肉等。
祭祀结束后，全家会一起分享祭祀的美食。其
中，必不可少的传统点心是松饼。半月形的松饼用
米粉做皮，以芝麻、松仁、栗子等为馅，放在铺满松
针的蒸屉上蒸熟，象征着收获。在如今的韩国，人

这是在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传统饮食研究所拍摄的制作好的茶食（9 月 10 日摄）。
们仍保留着秋夕吃松饼的习俗，大多数家庭也秉承
着秋夕期间祭祀及扫墓的传统，只不过祭祀仪式逐
渐简化，在贡品数量、服装及扫墓时间等方面也更
为灵活化。
茶食则是韩国传统糕点——韩果的一种。茶

食是用大米、芝麻、栗子等磨成的粉末或松花粉加
入蜂蜜搅拌均匀后倒入茶食模具压出形状的点
心。茶食因多在喝茶时食用而得名，一般吃茶食的
时候都要配上韩国传统的人参茶、五味子茶等。
（新华社）

外交部回应美归还华为被扣设备：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近日将两年前无故
扣押的一批电信设备归还华为公司，从事实上承认了
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华春莹是在回应华为公司因美国政府归还扣留
货物而撤回今年 6 月对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诉讼的提问
时作出上述表述的。
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
的情况下，诬陷中国企业，并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
中国企业，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也不道德，更是对美方

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将严重损害美国自
身的形象和信誉，也将严重影响各国企业对与美国开
展合作的信心。
她说，微软总裁近日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
表示，美国政府在没有以确凿事实、逻辑和法律条款
为依托的情况下，
不应对华为采取限制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的理性声音，停止
泛化国家安全的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
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平、公
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华春莹说。

据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对黄之锋获得保释表示欢
迎，并于 9 日晚在柏林与黄之锋见面。华春莹对此，中
方已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访华期间，明确表示支持
‘一国两制’、反对暴力。我们不禁要问，德方此时允
许黄之锋到德活动并同马斯外长接触，意欲何为？我
们敦促德方信守承诺，避免向香港激进分裂势力发出
错误信号。”华春莹说，
“ 我们也敦促马斯先生作为德
国外长，做有利于中德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中德关
系的破坏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以下
简称《意见》
）。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产，鼓励地方结
合实际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
理，保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持续加强非
洲猪瘟防控，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完善市场调控机
制。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
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推动生猪生产
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生猪
主产区支持力度。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动
物疫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强基
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要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加
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障。一是加大金
融政策支持。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
提高保险保额、扩
大保险规模，
并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
鼓励地方继
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
探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等纳入抵
质押物范围。二是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
地政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 15 亩上限，

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三是强化法治保
障。加快修订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研究修
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
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生猪养殖、运输、屠
宰、
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稳
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
是第一责任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省（区、市）要在
今年年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国务院。

第一时间参与救灾 全力满足灾后重建金融需求
9 月 5 日晚至 6 日凌晨，受台风“玲玲”影响，余
杭区黄湖、鸬鸟、百丈、径山等西部山区出现短时特
大暴雨，百丈仙岩存雨量最大达到 174.3 毫米。房
屋倒塌、道路受损、供电中断、农作物受灾，大量农
户、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灾情。
闻讯后，余杭农商银行下辖黄湖、鸬鸟、百丈、
径山支行干部员工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奔赴救灾一
线，走访农户和企业客户，详细了解受灾情况。正
在开展自救的企业和农户见到该行工作人员不畏
艰险上门走访都十分感动，而一旁的工作人员边帮

助抗灾抢险，边了解受灾情况，并告知其如有重建
资金需求，
该行将第一时间给予支持。
截至 6 日晚 22 时，经初步统计，此次受灾农户
达 400 余户，受灾小微企业 20 余家，其中需要资金
用于灾后恢复生产及房屋修复的农户 50 余户、小
微企业 10 家，预估需资金 600 余万元。天灾无情人
有情，该行表示将在第一时间向受灾客户投放信贷
资金，帮助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并将继续关注辖内
灾情，及时给予帮扶。

美联社以一名阿富汗前高级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在特朗普叫停谈判以前数天，阿富汗总统加尼确定
推迟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而塔利班方面拒绝在签署和
平协议以前派人赴美。
这名官员说，特朗普叫停谈判有两大原因：一是塔
利班方面要求协议中写明美军全部撤离的时间，2020 年
11 月或 2021 年 1 月，但阿富汗政府方面认为明确时间会
影响后续阿富汗内部对话；二是美国没能说服加尼推迟
预定 9 月 28 日的总统选举。
按照这名阿富汗官员的说法，美方谈判小组事先不
知道特朗普 7 日会在社交媒体叫停与塔利班谈判；不清
楚美方与塔利班的谈判能否恢复。

【国内“挨批”
】

特朗普叫停与塔利班谈判在美国国内招致批评。
按照协议草案，塔利班方面将同意减少暴力、与“基地”
组织脱离关系并防止阿富汗成为恐怖袭击的跳板。
民主党方面认为，特朗普为与塔利班达成协议操之
过急。塔利班方面在协议中没有保证停火，只是承诺在
首都喀布尔和邻近的帕尔万省减少暴力。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声称取消谈判是因为塔利班 5
日袭击导致 1 名美军士兵死亡，但今年 6 月 25 日以来已
另有 9 名美国人在塔利班袭击中丧生；特朗普的这一举
动是他冒险寻求外交突破的又一例证，特朗普先前就朝
鲜、伊朗等事务
“不走寻常路”
，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效果。

【军事“准备”
】
特朗普宣布取消谈判后，塔利班方面回应说，更多
美国人将丧命。路透社报道，各方担心，阿富汗将面临
更多暴力。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 9 日在阿富汗
访问时告诉随行媒体记者，美军可能在阿富汗加快节
奏，应对持续增加的暴力。
麦肯齐指认塔利班在与美方谈判同时继续发动袭
击，
“做得太过火”。他说美方今后几天将就阿富汗事务
作出一些决定，但没有披露详情。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塘栖房管所坐落于塘栖镇幼儿园路 2 幢
109 号房屋一间，建筑面积 38.18 平方米。该房屋
于 1999 年 11 月 7 日经余杭市广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拆迁后取得拆迁安置房一套，坐落于杭州
市余杭区塘栖镇广济公寓 22 幢 1 单元 502 室，房
屋建筑面积为 94.26 平方米，其中塘栖房管所直管
公房面积为 38.18 平方米，吴瑾慈与蒋有根夫妻出
资扩面 56.08 平方米。现吴瑾慈参加房改并申请
办理拆迁保留产权登记，并约定该不动产归吴瑾
慈单独所有。对上述情况有异议者，限 15 个工作
日之内向余杭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塘栖分中心
提出书面异议材料（联系地址：塘栖镇重阳路 5977 号 塘 栖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057186372276），
逾期按照相关规章给予办理。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 年 9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