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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 6 月 2 日电
（记者华义）中国企业研发的新一
代全数字PET-CT于1日在日本福岛
县的综合南东北医院亮相，这是该
款中国“智造”高端医疗设备在海
外的第一台装机。

PET-CT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
断层扫描技术的英文简称，这种医
疗设备可对人体进行全方位扫描，
达到发现病灶和诊断疾病的目的。

综合南东北医院 1 日举行了
“创药·加速器研究中心”启用仪

式，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PET-CTuMI780在仪式上亮相。这
是该设备在海外第一台装机，售价
达千万元人民币级别。

日本核医学会理事长畑泽顺在
启用仪式上说，这台全数字PET-CT
能对患者任何部位进行动态信息采
集，可以准确实时捕捉到体内细胞
发生的异常，有助医生精准地获悉
病情。它可用于癌症的早期发现、老
年痴呆症的早期诊断等方面，是目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分子影像设备之一。

中国“智造”全数字PET-CT首进日本

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6月1
日电(记者王守宝)华为和非洲联盟
日前在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加强在宽带、
物联网、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合作，以促进非盟在信息通
信技术领域的发展。

据了解，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华
为与非盟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与信息交
流。双方还致力于挖掘非洲当地人
才，通过向青年人提供信息通信技
术知识和技能，增加当地就业机会。

非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夸蒂表
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巩固了双方
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
非洲大陆将更好应对数字化转型带
来的挑战。

非洲是世界重要移动通信市
场。据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估计，
到2020年，将有6.6亿非洲人配备
智能手机；而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协会信息组织预计，到 2023 年
底，非洲智能手机渗透率将达到
50%。

华为助力非盟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新华社评论员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
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日发布《关
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
书。白皮书以大量事实和翔实数
据，将美方推行霸凌主义、导致中
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的恶劣行径
公之于众，同时阐明中方的原则立
场，展现了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
秩序的坚定决心。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政府不顾
各方反对，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
擦。在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美方违
背共识、不讲诚信，导致谈判历经波
折。针对美方关于中国在磋商中“开
倒车”等无稽之谈，白皮书以事实真

相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让世人进一
步看清美式霸凌的真实面目。

美式霸凌，体现在背信弃义、
反复无常：美方在经贸磋商中三次
出尔反尔，如2018年5月，美方在双
方发布联合声明仅 10 天后就推翻
磋商共识，毫无诚信可见一斑。美
式霸凌，体现在颠倒黑白、信口雌
黄：美方罔顾事实，抛出“盗窃知识
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实指责
抹黑中方。美式霸凌，体现在漫天
要价、贪得无厌：在双方已就大部
分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美方得
寸进尺，坚持不合理的高要价，极
其蛮横无理。事实有力表明，正是
美方的泼脏水、拆台、极限施压等
一系列行为，损害了双方合作关
系。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责任

完全在美国政府。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

抛弃。美国采取的一系列保护主义
措施，损害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干
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给全球经
济复苏带来严峻挑战，给经济全球
化趋势造成重大威胁。如今，美式
霸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强烈反
对，美国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眼中
的“麻烦制造者”“秩序破坏者”。

君子之国，先礼后兵。面对美
方的霸凌行为，中国始终秉持“不
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
坚定态度，本着坚持平等、互利、诚
信的磋商立场，推动达成互利双赢
的协议。即便在美方抛出新的加征
关税威胁后，中方依然按照此前约
定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赴美磋商，展

现了通过对话解决经贸分歧的最
大诚意和负责任态度。在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
下，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一个
重信守诺，谋合作之大局；一个出
尔反尔，视责任为儿戏，孰是孰非，
不言自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
年来，中国经历了诸多风险挑战，
但正是一次次爬坡过坎、攻坚克
难，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壮大了我
们的实力。妄图通过霸凌手段迫使
中国屈服，过去没有得逞，今天和
未来也必遭失败。“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
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
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就能迎难而上、化危
为机，开拓发展新天地，携手各国
迈向进步和繁荣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看清美式霸凌的真实面目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
韩洁 张兆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
方立场》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美
经贸磋商基本情况，阐明中国对中
美经贸磋商的政策立场。

这是继去年9月发布《关于中
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
皮书后，中方再度就中美经贸问题
发表白皮书。此次白皮书全文约
8300字，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包
括三部分，分别是美国挑起对华经
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美国
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出尔反尔、不讲
诚信，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诚

信的磋商立场。
白皮书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两

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事
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
荣与稳定。

白皮书指出，2017年新一届美
国政府上任以来，以加征关税等手
段相威胁，频频挑起与主要贸易伙
伴之间的经贸摩擦。2018年3月以
来，针对美国政府单方面发起的中
美经贸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有力
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
益。同时，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
商解决争议的基本立场，与美国开
展多轮经贸磋商，努力稳定双边经

贸关系。
白皮书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提

高对华加征关税，不利于解决双边
经贸问题，中国对此强烈反对，不得
不作出反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白皮书强调，中国的态度是一
贯的、明确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对于两国经贸分歧和摩擦，中国愿
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但合作是有
原则的，磋商是有底线的，在重大原
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对于贸易
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
得不打，这个态度一直没变。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明

确的。

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方
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
赢的协议。

合作是有原则的，磋商是
有底线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国决不让步。

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
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这个
态度一直没变。

邢台农业学校（三年）+河北农业大学（四年）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贯通培
养，2019年计划招生会计专业80名；我校（三年）与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两年）
联办（学前教育、计算机平面设计、会计专业700名）和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
年）联办（汽车运用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专业300名）“3+2”五年一贯制大专；均于
7月4日开始招生报名。

招生对象：河北省各地市参加当年中考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报名条件：必须参加当年的中考，并达到河北省考试院划定的中考成绩。
报名办法：报考我校“3+4”和“3+2”的中考学生，1、需登录中考志愿填报系统填

报我校志愿，登录网址http://www.xtzsb.com“3+4”志愿填报代码：8802；“3+2”志愿
填报代码：6703。2、需本人携带准考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到学校招生办公室办
理报名、缴费、录取手续。我校将在省定分数线以上的考生中择优录取。

报名地址：邢台市泉北西大街文苑路888号，市内乘25、26路公交车到市审
批局站下车即到，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新校区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0319-2616668 0319-8338258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全日制本科“3+4”、专科“3+2”分段培养

2019年即将开始招生

1.优惠政策：农村户籍（含县镇）学生及城市户籍经济困难学生免

学费、农村建档立卡户学生享受“三免一助”政策。即免学费、免书费、

免住宿费，同时享受国家助学金1000元/学期/生；报读教育系统中专

时，同时享受“无障碍入学”政策，即享受800元/年/生的资助。

2.学院与企业联合招工招生，计划招收高级工、中级工2100人。

普通中专及“3+2”中高职联合培养900人。主要有汽车类、电子工程

类、信息技术类、学前教育类、机械工程类、现代服务类等30多个专

业，学院帮助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和高薪就业。

技能立业素质成才，技师学院等你来！
——2019年邢台技师学院招生政策简介

报名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钢铁北路850号学院东门招生就业服务大厅
乘车路线：市内4路、12路、19路（终点站）、38路公交车学院东门下车

咨询电话：0319-3169916 0319-3169961

声 明

沙河市中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

编码：1305828005068 和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1305827003638 及 徐 文

斌手章丢失，声明作废。

馨园小区项目相关利害关系人：
馨园小区项目位于开元路以东、豫让西街以北、平安

西路以西、长信南街以南围合地块。由于《建筑防烟排烟
系统技术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发生变化，为满足相
关要求，拟进行以下变更：

1、在整体布局不变的基础上，优化住宅户型及交通
核。调整住宅总建筑面积由 129548 平方米调整至
129069平方米，减少住宅面积479平方米。户数由1016
户减少至960户，减少了56户商业建筑面积由7569平方
米调整至7229平方米，减少了340平方米。

2、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调整后公共服务设施的总建筑面积由4011平方米调
整至4830平方米，增加建筑面积819平方米。

3、地下储藏间及地下车库调整。原审批2#、3#、4#、
7#、8#、11-14#住宅负一层全部为储藏间，负二层部分为储
藏间，部分为地下车库，拟将所有住宅地下部分调整为储
藏间，并调整地下车库范围。调整后地下总建筑面积6.14
万平方米调整为6.47万平方米，增加了0.33万平方米。

4、停车位调整。总停车位由1499辆调整为1494辆，
减少了5辆。其中，地面停车位不变，地下停车位由1386

辆调整为1381辆。
变更后地上建筑面积、容积率均不变，建筑密度由19.89%调整为21.19%，增加

了1.30%。仍满足规划指标相关要求（以上变更详见附图）
依据《城乡规划

法》第五十条规定，特
此告知。你可以自公
示告知书公示之日起
10日内（自2019年6月
3 日起），持有效身份
证明向本机关陈述你
对该项行政许可事项
的书面意见，并可以提
出听证申请。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你放弃
上述权利。特此告知

联系电话：
2261056
邢台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自然技字(2019)第305号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告知书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6月11日14时30分在清河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开标室公开拍卖：刘保庄和陈二庄库

房内废旧设备一批。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保证金

缴纳方式：

1、竞买人应在2019年6月10日12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

由竞买人账户转账或电汇至清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托

管账户，不接受现金交款单或现场缴纳保证金。

2、竞买人凭身份证原件和银行转账凭证参加拍卖会。

3、竞买人姓名需与保证金转出账户户名一致，否则不能参

与拍卖。

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8 日在标的所

在地

开户单位：清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清河支行 银行账号：100614026149 保

证金缴纳金额：5000 元整 拍卖公司电话：0319- 2211070

15832962255 清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话：0319-8290976

清河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电话：13223266330

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上述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只接受现场申请（报
名），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其他方式申请（报名）；申请人应在本
公告约定时间内到广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接受资格审查，经审查
合格后方可领取拍卖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2019】27号地块起始价为434万元；【2019】28号地块起始价为
241万元，增价幅度均为伍万元的整倍数。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24日17时，到广宗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拍卖出让文件并提交书面申请。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及竞买人资格确认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
月24日17时，（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定于2019年6月25日上午9点30
分在广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室举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事项
1、以上土地涉及地上违法附着物一同出让，地上附着物已经财

政局评估作价但不参与竞拍，按照广宗县人民政府印发《广宗县批
而未供土地地上建筑物处置意见》的通知（广政字【2019】8号）进行

处置，如原当事人竟得，由财政局直接划转原当事人，不再收取建筑
物价款，如其他企业或个人竟得，由财政局按照评估价款向竞得人
收缴。

2、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力线、通讯线、地下隐藏物、埋藏
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力设施、热力燃气设施、铁路线、
建筑垃圾等均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有
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3、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
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
受，包括同意接受《拍卖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条约，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4、建设需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本次拍卖具体要求和详细内容以
拍卖文件为准，未尽事宜由广宗县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解释。本次拍
卖活动如有变动，将另行公告。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邢台市桥西区莲池大街866号
联 系 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319-2296865

广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3日

广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广自然告字〔2019〕11号

经广宗县人民政府批准，广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河北融德拍卖有限公司以拍卖方式出让【2019】27号、28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声 明

山东汇富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沙河分公司

不 慎 将 公 章 ，编 码 ：

1305820205976 和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

1305820205977 及 发 票

专 用 章 丢 失 ，编 码 ：

1305820205979，声明作

废。

美国要求签证申请者提供社交媒体账号
美国国务院以加强安全审查为由，已经开始要求绝大部分美国签证申请

人提交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信息。这一新规已于5月31日执行。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证实了美方签证新规，提醒赴美中国公民在申请签

证时遵守相关法律，如实填写赴美目的，如实提供申请材料，抵美后不从事与
签证类别不符的活动。

阿富汗首都发生连环爆炸袭击致1人死亡
阿富汗政府官员2日说，首都喀布尔西部当天发生连环爆炸袭击，已致1

人死亡，多人受伤。阿富汗公共卫生部发言人瓦西杜拉·马亚尔证实，连环爆
炸共造成1人死亡、1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两名记者。

我国在建最长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全线“洞通”
2日，伴随着刀盘轰轰的旋转声，4号“巨无霸”盾构机在成都世纪城站-海

昌路站1号风井接收端破土而出。这标志着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的所有隧道
全部打通,实现全线“洞通”。这条全长66.71公里的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是连
通成都主城区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集市域快线和机场专线为一体的一条复
合功能线。它是国内在建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共设车站13座。

美国癌症报告：运动不足相关癌症发病率上升
新一期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刊登的美国癌症状况年度报告显示，

1999年至2016年间美国人癌症总体死亡率持续下降，但是近年来与超重和
运动不足相关的一些癌症发病率上升。

（均据新华社）

文说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