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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将访问日本、韩国，并有可能在访问期间推出“印太经济框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9日的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正在密切关注拜登总统访问亚洲的消息。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18日专门就日美关系等问题表明了中方
立场。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增进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我们也同样认为，美日发展双边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
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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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20日至24日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这是拜登去年1月
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访日期间，拜登还将出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
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

■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此行旨在巩固同盟关系，并继续通过“四边机制”峰
会，加快推行其所谓的“印太战略”。拜登此番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在韩日引发
不少质疑声，美国搞封闭排他“俱乐部”图谋注定难以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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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共进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经法人决定， 已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债务事宜， 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宁丰堂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 李红法人章
编号：5101245020737遗失作废
●本人康文学， 身份证号5101
23196904083118， 购买的温江
区光华瑞廷1栋2单元13楼02号
首付款购房收据（金额193938
元）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泊海建材有限公司原法
人肖宏俊法人章（编号：5101
008132876）遗失作废。

●四川鼎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24520
4264）遗失作废。
●成都若青香怡商贸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6MA65NCQA8N，
声 明作废。
●四川中琨建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60425452， 发票
专 用章 编 号 5101060425454，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42545
3， 易西法人章编号51010604
25455均遗失作废。
●过年（成都） 餐饮有限公司
冯晓平法人章编号5101160070
717，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60
070715，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弘途伟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法定名称章编号510123
5084300遗失作废。

公 告
悦御府项目 (1 ~6、14 ~20、

28、34~35号楼及地下室)业主：
我公司在龙泉驿区龙泉街

道桃都大道以南、 兴业大道以
东修建的 悦御府项目 (1~6、
14~20、28、34~35号楼及地下
室) 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项目现场 ,公
示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至
2022年5月27日。特此公告。
成都金 华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22年5月20日
●成都天府新区太平街道枇杷
行业协会公章 （编号5101100
133721）遗失作废。
●武侯区曾果木餐饮店公章编
号 5101075719709， 发票专用
章编号 5101075719710， 均 遗
失作废。

拟解除合同公告
四川力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兰
州分公司: 你公司自2022年5
月9日与我司签定的临夏老旧
楼加装电梯项目合作协议,我司
复核认为涉嫌违反合同法及公
司合同规章制度,我司多次与你
电话联系未果。 现拟依法与你
司解除合作协议合同， 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我司将终止和你
司的一切合作协议合同手续，
请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联系我
司，电话15889089149。
西藏普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6日
●四川创森埃布尔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9551732
4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5173
26， 蒲玲玲法人章编号510109
5517327均遗失作废。

●四川山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张玉平法人章编号510106015
6564，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
0156563，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060156562， 公章编号510106
0156561，均遗失作废。
●成都聚能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96108748，
王双梅法人章编号：5101096
108751， 财 务 专 用章 编 号 ：
5101096108749，均遗失作废
●成都长宏 网络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邓云杰法人章（编号
5101040376506）遗失作废。
●成都嘉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85150440， 王
训越法人章编号510108536437
7，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15
0441，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8
5150442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新都区宏中
园林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 5101008229661 遗
失作废。
●成都洁海园林有限
公司公章 （编 号 ：
5101225028620） 遗
失作废。
●成都世洪苗木种植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01225042688 遗 失
作废。
●四川嵩铭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李阳原法人
章 （编 号 5101055
171649）遗失作废。
●四川欧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韦杰）一枚，编号： 5101
095347180，声明作废。

●四川誉升联行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
060269751),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60269752)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正高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 新出发成青字第51
0105010418号），声明作废。

●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街道精
榜未来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1011401
14451，声明作废。

拜登亚洲之行首选韩日并非偶然，暴露出
美国纠集盟友围堵中国、向域内国家兜售“对
抗”祸水的企图，其破坏域内国家互信与合作、
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险恶用心值得高度警惕。

美国借“经济合作”之名，行“排挤他国”之
实，路人皆知。据媒体披露，拜登此行的重要议
题之一是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磋商，并向地区
国家推销具有浓重对抗色彩的“印太战略”。“印
太经济框架”是“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目的是把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国际供应链之
外，从而遏制中国发展、延续美国经济霸权。美
国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实
际上却一心打造排他性“俱乐部”，人为设置障
碍以阻挠多边开放合作，把所谓的“经济框架”
作为打压他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韩国《中央日报》指出，美国力推的“印太
经济框架”暗含经济上牵制中国的意图，同时
通过美日印澳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
军事安保层面针对中国，从而实现经济和军事

“双轨”抗中的目的。
美国搞“小圈子”挑动地区对抗，不得人心。

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假想
敌”，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固守冷战思维和“零
和博弈”心态，强迫盟友“选边站队”，不惜一切
代价压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战略”，还是“四边机制”“三边安全伙伴关
系”，本质上都是美国在蓄意制造“小圈子”，鼓
吹阵营对立。这不仅与域内多数国家主张的自
由贸易、多边主义背道而驰，还将加剧地区分裂
动荡，损害各国期盼的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日前结束的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美
国向东盟各国施压，意图围堵中国，但从会议成
果来看，美方如意算盘未能得逞。不仅“印太经济
框架”遭冷眼观望，美方在日程安排上处处居高
临下的傲慢态度，也招致东盟国家反感和不满。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不是地缘政治的
棋局，不应受霸权主义威胁。从美国—东盟领
导人会议到出访亚洲，从即将在日本举行的

“四边机制”峰会到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
北约峰会，美国对盟友“软硬兼施”，不断增强
在经济、军事、安全各领域打压中国的力度，不
遗余力在亚太地区煽风点火，竭尽所能兜售对
立对抗的“毒药”。美国为一己私利而破坏地区
和平稳定，为维系全球霸权而搅乱地区秩序，
是世界秩序的祸乱之源。

亚洲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
区，本应在携手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复苏、共同稳
定全球产业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美方一味
怂恿“脱钩”“断链”，唯恐天下不乱，对地区团结合
作带来巨大冲击，给地区发展前景造成重大威胁。

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是亚太地区的大
势，是民心所向。任何为了一己私利损害亚太
地区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的行为，都注定走不
远也行不通；任何拉帮结派、搞分裂对抗的企
图都不可能得逞。 据新华社

英国卫生安全局18日发表公
报说，该国再增两例人感染猴痘
病例（下称猴痘病例），目前已累
计9例确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18日确认美国出现今年以来
本国首例猴痘病例。世界卫生组
织当晚表示，英国有可能出现更
多猴痘病例。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说，新增
的两例猴痘病例分别来自伦敦和
英格兰东南部。在5月6日至15日，
英国已确诊7例猴痘病例。该国最
近发现的病例没有去过猴痘流行
的国家旅行，可能是通过社区传播
感染。

英国卫生安全局首席医疗顾
问苏珊·霍普金斯说，这一情况是

“罕见和不寻常的”，“这些最新病
例以及欧洲各国的病例报告证实
了我们最初的担忧，即猴痘可能会
社区传播”。

世卫组织18日发布关联英国
猴痘病例的公报，称目前尚未确认
这些病例的感染源，依据已知信息
判断，感染似乎在英国发生，目前
尚不清楚猴痘病毒在英国本土的
传播程度，有可能发现更多病例。
该机构建议英国继续强化公共卫
生措施。

据媒体报道，葡萄牙、西班牙
和美国近期也相继报告发现猴痘
确诊或疑似病例。截至18日，葡萄

牙已报告5例猴痘确诊病例，另有
15例疑似病例；西班牙报告超过20
例疑似病例。这些感染者全部为男
性。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
日确认，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现1例
猴痘病例，这名感染猴痘的成年男
子近期曾赴加拿大旅行。美国媒体
报道称，这是2022年美国确诊的首
例猴痘病例。

美疾控中心表示，该机构正与
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门共同调
查这一病例。美疾控中心敦促美国
医疗机构密切关注疑似猴痘引起
的皮疹患者，无论他们有无相关旅
行史，或者是否属于感染猴痘的高
风险人群。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
病，猴痘病毒可通过密切接触由动
物传染给人，虽不易发生人际传播，
但与感染者密切接触也可能感染。人
感染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
痛、肌肉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等，
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
疹。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但
也有感染者病情严重。

世卫组织指出，猴痘病毒有西
非进化枝和刚果盆地（中非）进化
枝。据记载，该病毒西非分支的病
死率约为1%，其刚果盆地分支的
病死率可能达10%。孕妇在怀孕期
间感染猴痘可能导致并发症、新生
儿先天性猴痘或死产。虽然曾有疫
苗和特定疗法获批用于治疗猴痘，
但并未广泛应用。

刚果（金）1970年发现首例人
感染猴痘病例。英国国民保健制度
网站显示，猴痘主要由西非或中非
部分地区的野生动物传播，在英国
感染风险非常低。该机构建议，在
西非和中非旅行时，可通过用肥皂
洗手、食用彻底烹饪熟的肉等方法
降低猴痘感染风险。

据新华社

英美等国
报告多例猴痘病例
世卫警告：英国还可能出现更多病例

俄新社19日报道称，俄罗斯
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24小时
内，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共有
771名乌军放下武器撤离，累计撤
离人数达1730人，其中80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18日说，武装分子走出乌克兰
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只能被
看作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强

调，这些武装人员投降与俄乌谈
判进程没有太大关联，俄方认为
乌方目前没有继续谈判的意愿。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8日
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批准延长国
家战时状态总统令草案的消息。
根据新的总统令，乌克兰的国家
战时状态将于5月25日5时30分到
期后一次性延长90天。

据央视新闻

芬兰和瑞典18日正式申请加
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当天晚些时候重
申，土方反对芬、瑞两国加入北
约，因为这两国没有同意土方引
渡“恐怖分子”的要求。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新闻频
道18日报道，土方发出的33份引
渡要求都没有获得芬兰和瑞典
接受。埃尔多安当天告诉执政党
正义与发展党议员：“所以，你们
（芬兰和瑞典）不把恐怖分子交
还我们，却还要求我们同意（你
们）加入北约？”

依据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
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
纳新成员。土方近来多次反对芬兰
和瑞典加入北约，理由包括两国公
开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工人
党成立于1979年，被土耳其、美国
和欧洲联盟列为恐怖组织。

埃尔多安18日指责北约从未
在打击库尔德武装方面支持土耳
其。按照他的说法，保护土方边境
免受“恐怖组织”袭击是一个“敏
感问题”，“对我方而言，北约扩张
的意义取决于对我方敏感问题的
尊重程度”。

他补充说，土方反对制裁土

耳其的国家加入北约。芬兰和瑞
典在土耳其2019年10月越境打击
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后
禁止对土军售。

同在18日，土耳其外交部长
恰武什奥卢访问美国，与国务卿
布林肯会晤。据美联社报道，恰武
什奥卢释放出“复杂信号”。

一方面，恰武什奥卢在会晤
后告诉媒体记者，土方理解芬兰
和瑞典的安全关切，支持北约对
愿意加入的国家“敞开大门”；另
一方面，他强调土方安全关切应
同样获得满足，将继续与美国等
伙伴和盟友讨论相关事务。

他再次“点名”瑞典，指认后
者不仅支持与库尔德工人党有
关联的组织，还向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提供武器，“所有人都说土
耳其的关切应该得到满足，但这
不应该只是口头承诺，应该真正
落实”。

围绕相关分歧，美国方面尽
力淡化，多次表示相信土耳其不
会成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障
碍，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或举措。
布林肯18日在会晤后说，美方将
尽力确保北约扩张取得成功。

据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密切关注美总统亚洲之行

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增进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

拜登上任后首次出访亚洲

“推销”IPEF意欲何为？

拜登此行的重
要议题之一是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
磋商，并向地区国
家推销具有浓重
对抗色彩的“印太
战略”。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遏制
中国？
“印太经济框

架”是“印太战略”在
经济领域的延伸，目
的是把中国排除在
美国主导的国际供
应链之外，从而遏制
中国发展、延续美国
经济霸权。

5月22日
至24日

访问
日本

在东
京参加美
日印澳“四
方安全会
谈”，并会
晤澳大利
亚及印度
领导人。

警惕美国在亚洲
兜售“对抗”祸水

芬兰和瑞典想加入北约

土耳其提条件：
先交出“恐怖分子”

俄称已有1730名乌军
从亚速钢铁厂撤离

美国的一系列做法在韩日引发
反对声浪，此番欲借“印太经济框架”
搞封闭排他“俱乐部”的图谋注定难
以如愿。

韩国国立外交院经济通商开发
研究部负责人金良姬说，如果美国一
意孤行地寻求构建“印太经济框架”，
将会对由东盟发起并主导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破
坏，这违背了拜登政府所谓重视同盟
的路线以及尊重东盟在区域事务中
的中心地位的承诺。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表

示，“冷战思维”早已过时，但仍有个
别国家固守这一思维，企图煽动对立
对抗、制造冲突争端。美国声称“印太
经济框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但
在实际操作中却排除特定国家，此举
暴露出美国的虚伪。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丸川知雄认为，若“印太经济框架”是
为了限制与中国的贸易，那这一框架
将不会给其成员带来任何经济利益，
而只会限制贸易。他认为，加入其中
的国家会很少，这一框架对地区经济
的影响也将有限。 据新华社

欲打欲打““经济牌经济牌””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

利文18日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拜
登此行将有机会“重申并加强”美国
与韩日的重要安全同盟，并加深与这
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

沙利文说，访韩期间，拜登将与
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并与韩国
科技界和制造业领袖会面。白宫新闻
秘书让-皮埃尔向媒体确认，拜登在
韩国期间不会前往朝韩军事分界线
地区。访日期间，拜登将与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并就深化两国经
济安全领域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
磋商。拜登还将出席美日印澳“四边

机制”峰会，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日美两国

政府考虑在经济安全保障领域深化
合作，并打算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发
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除了包括加强
合作研发及生产半导体相关事宜外，
也将包括在数字网络、航天等新的防
务领域加强合作。

韩国《京乡新闻》刊文指出，对美国
来说，经济和安保议题是拜登此行的优
先议题。韩联社报道认为，俄乌冲突爆发
之后，美国的外交安保力量多集中在欧
洲，在此背景下拜登出访韩日，凸显美方
意欲加快推进其所谓的“印太战略”。

大搞大搞““小圈子小圈子””
拜登政府今年2月发布酝酿已久

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本月12日至
13日，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美首
都华盛顿举行，会议期间美国竭力推
销其“印太战略”，意欲挑起地区国家
间对立。

“印太经济框架”实质就是“印太
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根据《美国
印太战略》文件，“印太经济框架”旨
在开发新型贸易方式，根据开放原则
管理数字经济和跨境数据，促进健康
安全的供应链，并与参与国共同投资
清洁能源领域。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
格林认为，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
不会令该地区信服，“四方机制”在维

护“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也将
有限。

尽管韩日已表示将加入“印太经
济框架”，但有日本媒体指出，到目前
为止该框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法
很不透明，其前景或面临诸多难题。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一份报告说，美国
今年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由于
美国国内供应链混乱、劳动力不足、
通胀加剧，民众积怨颇多，在此情况
下，拜登能否将足够的政治资本分配
给这一经济框架将面临严峻考验。日
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研究主管高
桥俊树说，“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一个
含有市场开放、关税减让等实质内容
的贸易协定，对部分国家来说吸引力
不大。

图谋难如愿图谋难如愿

有媒体称，拜登此次亚洲行打破了“先日后韩”的顺序。图为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