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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发布公告，宣布美国将暂停发
放部分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

公告说，美国将从 24 日 12 时
01 分起至今年底暂停发放 H-1B、
H-2B、L 和 J 非移民工作签证，适
用于公告生效之时不在美国、无有
效非移民签证以及除签证外没有
准许其赴美和入境官方旅行文件
的外国人。

公告说，不受影响的包括美国合
法居民、寻求入境为美国食品供应链
提供“必要”劳动和服务的外国人、其
入境被美国国务院等部门认定为符
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国人等。

此外，公告说，特朗普决定将 4
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的有效期延长
至今年底。该行政令说，即日起 60
天内暂停向部分外国人发放“绿卡”，
即这些人在行政令有效期内无法获
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受新冠疫

情影响，大量美国劳动者失业，特朗
普政府这些举措是为了确保企业在
雇人时首先考虑美国劳动者。特朗
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媒体电话吹
风会上称，暂停发放部分“绿卡”和上
述签证将为美国劳动者腾出 52.5 万
个工作岗位。

美国民权联盟移民政策副主任
弗洛蕾斯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不
是在处理新冠疫情或经济问题，而是
在利用疫情推进“分裂性政策”，呼吁
美国国会对这些措施的真实目的和
影响展开调查。

移民政策是特朗普施政宣传和
竞选连任的标志性议题之一。自
2017 年 1 月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
持续收紧移民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强
硬的移民限制措施，招致广泛争议。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以国
家安全为由，接连发布针对多国多地
的旅行禁令，还实施针对多国的移民
签证限制。

美国收紧工作签证发放

新华社电 伊拉克军方 22 日
说，该国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当天
夜间遭一枚火箭弹袭击，但未造成
人员伤亡。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
声明说，一枚从巴格达西部村庄发
射的“喀秋莎”火箭弹当天夜间落
入巴格达国际机场范围内，但未造
成人员伤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制造了此次袭击。

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
驻有美军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
队，针对该机场的类似袭击时有发生。

6 月 11 日，美国与伊拉克政府
举行战略对话并发表联合声明说，美
国将在未来数月减少驻伊美军规
模。声明重申，美国不在伊拉克寻求
永久驻军和军事基地，伊拉克政府则
承诺确保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人员及其
驻扎基地的安全。

巴格达机场遭火箭弹袭击

6 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迎来建
院 60 周年。站在新起点上，该院联
合国内一流医院专科建立医教研平
台，相继成立江苏省肝胆外科临床医
学中心扬州分中心、江苏省神经内分
泌肿瘤诊治中心扬州分中心、江苏省
肿瘤个体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扬州
分中心、上海新华医院胎儿医学中心
扬州分中心、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儿童
医学中心“五大中心”，续写医院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扬大附院党委书记王炜介绍，扬
大附院创建于 1960 年，是省教育厅、
省卫健委共建单位。建院 60 年来，
医院始终根植于扬州土地，始终服务
于扬州人民，实现从 100 张床位、年
门诊量八九万人次到 1800 多张床
位、年门诊量 170 多万人次的巨大变
化，并实现了从基础薄弱的小诊所到
省管医院、全国文明单位的巨大提

升。划转扬州大学 3 年来，医院在医
疗、教学、科研、急救、预防等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发展，为扬州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成立的江苏省肝胆外科临
床医学中心扬州分中心、江苏省神经
内分泌肿瘤诊治中心扬州分中心，分
别由江苏省人民医院王学浩院士团
队和汤琪云教授团队提供全方位支
持。以两个扬州分中心为交流合作
平台，扬大附院将持续加强肝胆外科
和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领域的学科
建设、人才引进、医教融合，做专科医
学技术创新的“试验田”和医疗人才
的“孵化器”，从而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和服务患者的能级。

新成立的江苏省肿瘤个体化医
学协同创新中心扬州分中心，是省肿
瘤个体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在省内
临床医院设立的首个分中心。该中

心以南京医科大学作为牵头单位，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沈洪
兵教授领衔，是我国肿瘤防治和研究
领域的权威机构。沈洪兵院士表示，
扬州分中心的设立，将有助于省肿瘤
个体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在临床研
究领域进行拓展，促进与临床医学研
究队伍的融合。在将更多肿瘤个体
化医学创新成果应用于临床的同时，
也会将更多的临床需求传达至创新
端进行突破解决。

扬大附院儿科是江苏省临床创
新专科，年门诊接诊量达 40 多万人，
年出院患儿 7000 多人，目前设有消
化、呼吸、重症等 6 个亚专科。此次，
在儿科基础上成立的扬州大学附属
医院儿童医学中心由上海新华医院
合作共建，同时上海新华医院胎儿
医学中心将对扬大附院儿科部分亚
专科实现精准帮扶。以两大中心为

平台，上海新华医院张拥军教授团
队将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教育科
研等方面，与扬大附院广泛交流合
作。同时，借助扬大附院在全市范
围内牵头成立的儿科联盟，将以资
源分享形式，提升扬州儿童医疗事
业的整体水平。

“在扬大附院建院 60 周年之际，
‘五大中心’的落户是推进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翻开了医院建设
发展的新篇章。”扬大附院院长殷旭
东表示，医院历来重视学科建设，并
将之作为医院未来发展的核心资源
和动力来源。以“五大中心”建立为
契机，该院将借助这些医教研交流合
作平台，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引
进、医教融合，使合作出成果、见实
效，不断提升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仇上斌 朱 婷 张 晨

成立“五大医教研平台”，扬大附院六十芳华“再出发”

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泗阳县
庄圩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
过提振党员干部干事精气神，发挥
支部堡垒作用，不断推进乡村治理
向纵深发展。

党委统筹，优化提升“组织力”。
坚持狠抓工作效能和作风建设，对工
作先进、亮点频现的颁发“奔牛奖”，
对 落 后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颁 发“ 蜗 牛
奖”。结合县里“强作风、优环境、促
发展”专项行动，通过定期和不定期
督查方式推进重点工作落实，着力打
造业务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基
层党组织。

支 部 引 领 ，竞 相 奏 响“ 最 强
音”。发挥各支部在乡村治理工作
中主力军作用，各个支部结合实际，

打造独特乡村治理品牌。如，大楼
社 区 探 索 公 共 空 间 整 治“ 长 庄 模
式”，水庄村在人居环境整治中打造
出原生态特色景观，王码村以保留
村庄为主线建设微公园。

党员带头，合力画好“同心圆”。
坚持党员示范引领，汇聚党群合力，
引导乡村和谐善治。乡领导班子身
先士卒，引领全乡党员干部围绕乡村
治理重点工作攻坚克难。认真践行
有情必知、有疑必解、有事必帮“三有
三必”群众工作法，建好用好“小村说
事日”载体，主动收集群众在乡村治
理方面所想所盼。围绕乡村发展，开
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最大限度整合
辖区各类资源。

曹森林 薄一鸣 张子雄

泗阳县庄圩乡：
党建引领展现最美“乡村之治”

盱眙县第二高级中学建设工程
（男生公寓）施工“不见面”交易顺利
完成。该项目开标共有 103 家投标
企业参与投标，开标现场没有往日的
人头攒动，只有招标人、招标代理寥
寥几人，所有开标信息通过淮安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盱眙分中心高清监
控视频“不见面”大厅一一呈现，来自
全国各地的投标企业通过音视频与
文字交流互动，项目开标过程仅半个
小时顺利完成，通过竞价项目最终中
标价 1188.87 万元，节约资金 253.88
万元，资金节约率达 17.6%。今年疫
情发生以来，该分中心已完成建设工
程、国有产权等“不见面交易”项目
54 个，成交额 6766.65 万元，节约社
会成本达1100万元。

常态化防疫期间，如何推进复工
复产，如何有效防控疫情？公共资源
交易一头连着政府、一头接着企业，
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企业至关
重要。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涉及内
容多、环节多、利益主体多，“围标串
标”等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
易存在人流量大、密集度高等实际防
控风险，市场交易活动被迫按下“暂
停键”。为此，盱眙县纪委监委派驻
第八纪检监察组坚持问题导向，深入
研究问题症结，在科学调研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派驻监督“零距离”优
势，通过分析风险点敏锐发现问题，
精准剖析提出合理化建议，监督并支
持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盱眙分

中心及时按下“启动键”“快进键”，探
索推行“不见面”交易新模式，最大限
度减轻疫情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
影响，压实责任堵塞廉政漏洞，确保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平稳运行。

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盱眙
分中心针对监察建议，主动对标找
差，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项目建设、
规范交易市场、疫情防控等方面找准
结合点，通过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
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行建设工程、政府
采购、国有产权等“不见面”交易新模
式，将“不见面开标”传统的开标场所
搬到网上，投标人无论在全国哪里，
只需通过电脑网络在公告规定的时
间登录网上开标大厅，进行远程签
到，即可进行投标文件在线解密、投

标人在线质疑、招标人在线回复等操
作，而且开标场景全程可视化呈现，
真正实现由“线下交易”变为“线上交
易”、流程控制从“人跑”转为“数据
跑”，为推进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助力
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提供重要支撑，较
为彻底地解决了一直以来公共资源
交易开标过程中参加人数众多、现场
管理难度大、开标人员身份资料核
查时间长等问题，极大地方便了招
投标各方主体，打通了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一
步，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盱眙
分中心将在便民利民高效化、交易
流程电子化、业务范围全域化等方
面积极探索，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群众做出更大贡献。马安海 高 培

盱眙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防疫又防腐

“妈妈，图上的那个小哥哥在干
什么呀？”“小哥哥们在扫地、捡拾垃
圾呀，团团长大以后也要像小哥哥一
样保护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小树苗才
可以茁壮成长。”带着孩子散步的姜
堰市民李女士指着小区宣传栏刚刚
张贴的公益海报说。

置身泰州市姜堰区天目山街道，
眼前是一幅幅构思巧妙、主题多样、形
式新颖的公益广告。在某居民小区西
门口，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景
观小品颇为醒目；在长沟西二村楼道
里，中国风的楼道墙让人身心愉悦；在
康华社区，“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
告随处可见。此外，还能看到一条“红
色长廊”，红白相间的色彩热情洋溢，
志愿服务彰显雷锋精神⋯⋯

为了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天目山街道联合泰州学院美术

学院对文明城市创建公益海报进行
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雷
锋志愿服务”“文明家庭”“文明城
市”“低碳生活”⋯⋯一张张别出心
裁的公益广告，不仅是小区内的一
道最美风景，更是一种文明指引，让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文明洗礼，
提升街道人文内涵，凝聚起市民的

“精气神”。
天目山街道在前期通过实地调

研等方式，抓住重要节点，突出显著
位置，加大公益广告投放密度，对辖
区内的居民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
场等进行排查，让公益广告与城市景
观相融合、与周围环境相匹配，造型
别致、样式精美、布局合理，增添了浓
厚的文明创建氛围。截至目前，天目
山街道已为 9 个社区、13 个村增添
公益海报1000余幅。 王 彦

姜堰绘好创建“工笔画”传递文明新风尚

据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通 讯 社
22 日报道，一艘装载食品的伊朗货
轮已经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
斯。这是继 5 艘伊朗油轮为委内瑞
拉“万里送油”后，伊朗再次向委施
以援手。

分析人士指出，伊委因遭美国打
压而靠拢，两国间近来一系列互动正
在美国的“制裁大幕”上划出破口。

伊委“亲如兄弟”

伊朗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日前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伊朗向委内瑞拉
运送食品是“两国亲如兄弟般友好关
系的又一成果”。

金 融 市 场 数 据 供 应 商 路 孚
特－艾康公司的数据显示，悬挂伊
朗旗帜、“莫萨卡·达里亚”航运公
司旗下的“戈尔桑”号货轮 5 月 15
日从伊朗阿巴斯港启程，船上载有
运往委内瑞拉的食品。今年 3 月，
5 艘伊朗油轮也是从这个港口出发
驶向委内瑞拉。

同样遭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近来
多次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5 艘伊朗
油轮已先后抵委，随后一架运送人道
主义援助物资的伊朗飞机于6月8日
飞抵委内瑞拉，现在伊朗货船又“万
里送粮”。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东
问题研究员顾正龙说，伊朗油轮和货
轮穿越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跨越
大西洋，万里迢迢驰援委内瑞拉，显
示了对美强硬立场。

伊朗多重考虑

受美国制裁影响，委内瑞拉油气
供应面临严重缺口。在伊朗油轮运
来 150 多万桶汽油以及炼油所需化
学试剂前，委每个城市只开一个加油
站，当地居民已两个月无法加油，街
上几乎没有车辆行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
维在 5 艘油轮抵达委内瑞拉后表示，
若委方需要，伊朗将继续运送汽油。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伊朗频频向
委内瑞拉施以援手是出于多重考
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
所副所长孙岩峰说，伊朗不顾美国制
裁向委内瑞拉供油，不仅因为伊朗有
产油、炼油和运油的能力，还因为在
美国全面压制下，伊朗有“拉帮手”的
战略需求。同时，向委提供石油也能
帮助伊朗消化部分石油储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国际
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认为，伊朗多次
援委也是为了试探美国对两国采取包
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压制政策的决心。

美国制裁依旧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而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还在不断加
码。美国本月初制裁了 4 家运送委
原油的航运企业，另外还有数十家航
运企业被美国列入计划制裁的名
单。因为担心美国“秋后算账”，多艘
原定前往委内瑞拉装载原油的油轮
不得不折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锦说，在目前美国
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制裁措施中，存
在大量针对第三方的次级制裁，其目
的是惩罚向制裁对象提供“物质支
持”的外国政府和企业。美国正在将
次级制裁作为推进总体对外战略的
工具，但这种做法会加剧人道主义危
机，因此遭到国际社会反对。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日前表示，墨
方愿向委内瑞拉出售汽油。他说：

“这是以人道主义方式提供援助。任
何人都没有权力压迫别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
尔·巴切莱特此前发表声明说，在疫
情肆虐的关键时刻，无论出于全球公
共卫生考虑，还是为了伊朗、委内瑞
拉和古巴等国人民的生命和权利，对
这些国家的制裁都应该降格或暂
停。“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阻碍
一个国家的医疗努力会增加我们所
有人的风险。”

送油又送粮，伊委共抗美制裁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日表
示，他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互相
尊重的基础上对话。

“几年前我与时任美国副总统
拜登会晤，我们以互相尊重的方式
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在必要的时
候，我也准备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与
特朗普进行对话。”马杜罗当天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5年初，马杜罗曾与时任美
国副总统拜登在共同参加时任巴西
总统罗塞夫的就职典礼期间举行会
晤，双方曾有意改善双边关系。

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

21日报道说，特朗普19日接受采
访时表示，他或许会考虑与马杜
罗会谈。但特朗普 22 日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改口称，他与马杜罗
见面的唯一可能是讨论马杜罗

“和平交出权力”。
2019年起，为了逼迫马杜罗下

台，美国不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
事上对委政府极限施压，甚至禁止任
何国家进口委原油。今年4月，美国
还以“禁毒”为名向委内瑞拉领海附
近派遣军舰，委政府说美国在对委实
施海上封锁和军事威胁。

（综合新华社电）

马杜罗表示愿与特朗普对话

链 接 >>>

据新华社电 美国和俄罗斯在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军控对话
于当地时间 22 日晚结束，会谈未取
得具体成果，但双方就举行下一轮对
话原则上达成一致。

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美国军控
问题特别代表马歇尔·比林斯利与俄
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22
日在维也纳的下奥地利宫进行了约
10 个小时的会谈，于当天晚间结束
此轮军控对话。

比林斯利会后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此次对话“非常积极”，双方
围绕一系列核问题展开了“详细讨
论”，但他并未提及会谈详细内容，

只表示已与俄方就进行下一轮对
话达成“原则一致”。俄罗斯外交
部当晚也发表声明说，俄美军控对
话应继续进行。

美俄此轮军控对话主要讨论延
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关问
题。美俄两国 2010 年签署的《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
该条约旨在限制美俄两国部署的核
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美俄《中导条
约》去年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成为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俄
方已多次表示愿意不设前提条件延
长该条约有效期，但美方目前对此仍
未表明态度。

美俄军控对话未取得具体成果

美国警察和示威者22日晚在首都华盛顿市白宫北侧拉斐特广场发生冲突并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许多人因破坏广场上美国前总统安
德鲁·杰克逊的雕像及附近圣约翰圣公会教堂被逮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