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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鲜看

据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政部10日联合发

布的消息，韩国将暂停今年的“乙支演习”，并

从明年开始实施新形式的“乙支太极演习”。

韩国国防部和安全行政部表示，这是韩国

政府根据当前安保形势和韩美联合军演暂停

方针作出的决定。新的“乙支太极演习”将不

仅针对外部武力攻击威胁，还包括应对恐怖袭

击、重大灾难等内容，是韩国军、民、政府共同

参与的综合性安保演习。 据新华社

韩国

决定暂停今年“乙支演习”

遗失声明
马 本 龙 遗 失 货 物 进 口 证 明 书 ，单 号 ：
H02180116023，丢失关单为陆地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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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年改革开放年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影响并惠及了世界，，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参与者参与者、、亲历者亲历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受益者受益者、、分分
享者享者。。为纪念改革开放为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爱国热情和建设豪情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的爱国热情和建设豪情，，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跟党走，，争做争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新时代的奋斗者，，即日起即日起，，滨海新区总工会面向新区广大职工开展滨海新区总工会面向新区广大职工开展““我看改革开放我看改革开放4040年年””主题征文活动主题征文活动。。

一一、、活动主题活动主题
滨海新区职工滨海新区职工““我看改革开放我看改革开放4040年年””征文征文

二二、、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会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会

三三、、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滨海时报社滨海时报社

四四、、征文时间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即日起至77月月3030日止日止。。

五五、、参赛范围参赛范围
在滨海新区工作在滨海新区工作、、学习学习、、生活的职工群众生活的职工群众。。

六六、、征文要求征文要求
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紧紧围绕改革开放4040年历史进程年历史进程，，讲述改革开放洪流中讲述改革开放洪流中

的个人记忆与家国情怀的个人记忆与家国情怀，，从不同角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不同侧面反映改革开放
4040年来身边人年来身边人、、身边事的重大变化身边事的重大变化，，展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给展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给
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来稿篇幅控制在来稿篇幅控制在30003000字字
内内，，可提交与内容相关的老照片可提交与内容相关的老照片。。

七七、、评选及奖项评选及奖项
（（一一））评选评选
尊崇公正平等尊崇公正平等、、惟优至上和诚信的原则惟优至上和诚信的原则，，由主办单位邀请由主办单位邀请

文化文化、、新闻界人士组成评委会对所有来稿进行初评新闻界人士组成评委会对所有来稿进行初评、、终评终评。。将将
于于20182018年年88月上旬月上旬，，在滨海新区总工会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在滨海新区总工会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
号号““滨工滨工VV家家””等媒体公布评选结果等媒体公布评选结果，，并进行表彰并进行表彰。。

（（二二））奖项设置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等奖22篇篇，，奖励价值奖励价值800800元奖品元奖品；；二等奖二等奖44篇篇，，奖励价值奖励价值
500500元奖品元奖品；；三等奖三等奖66篇篇，，奖励价值奖励价值300300元奖品元奖品；；优秀奖优秀奖 1010篇篇，，
奖励价值奖励价值200200元奖品元奖品。。设置优秀组织奖设置优秀组织奖55个个，，奖励价值奖励价值200200元元
奖品奖品。。参与均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参与均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三三））征文来稿将择优在征文来稿将择优在《《滨海工会通讯滨海工会通讯》》以及滨海新区总以及滨海新区总
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滨工滨工VV家家””选登选登。。刊发即有稿酬刊发即有稿酬。。

八八、、投稿方式投稿方式
（（一一））稿件只收电子文档稿件只收电子文档，，请在邮件标题标明请在邮件标题标明““征文征文””字样字样，，

并以附件形式上传并以附件形式上传。。务必在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务必在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单位名单位名
称称、、通讯地址通讯地址、、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二二））投稿可直接发送至滨海新区总工会宣传网络部邮箱投稿可直接发送至滨海新区总工会宣传网络部邮箱
xjb@bhxqgh.comxjb@bhxqgh.com，，也可由各功能区也可由各功能区、、街镇街镇、、系统及直属单位工系统及直属单位工
会统一报送会统一报送。。联系电话联系电话：：2527790725277907、、2527564425275644。。

广告

注销公告
天津市鑫捷船舶修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120107000076041，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联
系人：魏先生，联系电话：13802040866）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10日开始其上任后第五次欧洲之行：出席北约峰会，首访英国以及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会面。访问前夕，特朗普批评欧洲国家在军费开支上“不出力”、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便宜”，此次到访
被认为“来者不善”。

此前，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开征钢铝关税，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损及欧洲盟友利益，致使欧美嫌隙加
深。欧洲方面担忧，特朗普欧洲之行或将在美欧同盟之间制造更多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加大跨大西洋裂痕。

北约29个成员国领导人定于

11日至1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

会。即将与会的特朗普 9 日在推

特上发文“敲打”盟国，再拿军费和

关贸说事儿。

特朗普说：“美国花在北约身

上的钱比其他任何成员国都多得

多。这不公平，令人无法接受。我

上任后这些国家开始多交钱，但还

远远不够。” 据新华社

当前美欧贸易摩擦可能升级的背景

下，欧洲方面最为担心的是，特朗普可能

进一步在贸易问题上对欧盟施压，包括把

贸易和安全问题挂钩，或与单个欧洲国家

达成双边协定等，对欧洲“分而治之”。

二战结束至今，由美国领导的北约

保证了欧洲安全，也让欧洲可以减少防

务开支，转而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

利。出于维护冷战期间以及之后的联盟

利益，过去美国总统几乎不会拿“安全问

题”施压欧洲。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这一立场，开

始把美国在欧洲承担的安全责任与美欧

贸易摩擦挂钩，认为欧洲要么增加军费

开支，要么在贸易问题上让步。预计北

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和欧洲领导人之间

将就此展开交锋。

访英期间，特朗普将与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讨论英国脱欧后与英达成自由

贸易协定的前景。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

逊此前表示，特朗普的立场非常清楚，

“他喜欢达成双边协定。”

当前，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

陷入停滞，而公开支持英国脱欧的特朗

普放出要与英国达成自贸协定的消息，

显然有向欧盟叫板的意味。特朗普反对

欧盟，视其为美国强有力的经贸竞争者，

希望能对欧洲“分而治之”，甚至私下敦

促法国总统马克龙退出欧盟，与美国签

署一项更有利的双边贸易协定。

特朗普上台后，要求北约成员国多

分担防务费用，还不断批评北约的欧洲

成员国“不守信用”“缺少团结”，甚至多

次扬言退出北约，这让美国的北约盟友

们对未来忧心忡忡。北约峰会前，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用“不友善”“有毒”来形

容美国和欧洲伙伴之间的氛围。慕尼黑

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担忧，此次北约峰

会上可能重现七国集团峰会的尴尬局面。

目前，最大分歧源自特朗普不断提

及的防务开支问题。在他看来，北约各

成员国的“公平”付出可以简化成一个数

字，即到2024年各国防务开支要占到本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上个

月，特朗普政府向德国、比利时等8个北

约国家发出“催款函”，继续就防务开支

问题施压。然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内

部也非“铁板一块”，不同国家出于各自

安全关切对北约的倚重程度也各有不

同，因此其分担防务的意愿也有所差异。

北约东扩后，后加入的一些欧洲小

国更为重视北约且依赖美国，如波兰、爱

沙尼亚等国已经达到了2％的标准。美

媒此前报道，五角大楼正在重新评估在

德国驻军，有意撤军或者移往已经达到

军费标准的波兰。分析人士担忧这一做

法可能会加大北约内部分歧，从整体上

弱化北约。

特朗普定于16日与普京在芬兰

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由于“特普

会”紧接着北约峰会，欧洲方面担心，

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某种协议，可

能会牺牲欧洲国家的战略利益，损害

欧洲安全。有欧洲外交官向媒体透

露，“特普会”在筹备阶段完全把欧洲

排除在外，欧洲要为出现最糟糕的情

况做准备。比如特朗普可能宣布冻

结在欧洲地区的军演或者从波罗的

海国家撤出美国军队，将其作为与普

京“交易”的筹码。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克里

米亚并入俄罗斯后，欧洲和美国都对

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全方位制裁。

如果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势必会

弱化北约存在的价值，同时令欧洲国

家在对俄关系上陷入被动。

伯韦尔预测，如果美俄只是讨论

军控问题，那么影响不大；如果在乌

克兰问题上达成协议，会让欧洲担

忧；如果特朗普决定免除对俄罗斯

的制裁，会进一步动摇与欧洲盟友

的关系。 据新华社

特朗普即将展开欧洲之行。自特

朗普上台以来，美欧关系龃龉不断，而

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无疑是双方阶段

性交锋的新节点。

“只要不是灾难就可以让北约领

导人松口气。”路透社日前这样评说。

有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拒签联合声明

这样的先例，欧洲舆论普遍担心北约

峰会可能沦为一场“掐架之约”。

美欧为什么掐架？

在欧洲人看来，特朗普政府的一

系列举动置欧洲利益于不顾，怠慢曾

“亲如兄弟”的传统盟友。在“奉行绝

对现实主义”的特朗普眼里，与同盟国

的关系完全是以美国得失来计算的，

强调要“明算账”，一个劲地说不能让

欧洲“占美国便宜”。

众所周知，跨大西洋关系是战后

数十年来美欧双方竭力维护的外交支

柱。然而，“不顾及历史记忆”、以零

和思维判断国际关系的特朗普认准了

美国是在为盟国牺牲，因而决定“甩

包袱”。

于是，特朗普公开宣称欧盟和北

约都有损于美国利益，认定“成立欧盟

的目的就是要占美国的便宜”“北约跟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糟糕”。此次

北约峰会召开前夕，特朗普再度抱怨，

要求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必须进

一步分摊北约经费；《华盛顿邮报》报

道，五角大楼官员已受命计算美国从

德国大规模撤军的成本……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咄咄逼人，欧

洲的尴尬与挫败感难以掩饰。德国

《明镜周刊》称，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

2003 年伊战以来华盛顿推出的“最危

险”“最傲慢”的外交决策，是战后七十

年来对欧洲利益的最大伤害。面对美

国的制裁威胁，欧洲的一些能源和汽

车巨头已然忍痛宣布退出伊朗市场。

在很多欧洲人看来，特朗普政府

正在挖跨大西洋关系的墙角。英国

《金融时报》本月初的文章言辞激烈地

指责特朗普政府信奉“强权即正义”：

“他信奉交易甚于联盟，信奉双边主义

甚于多边主义，信奉不可预测性甚于

连贯性，信奉强权甚于规则，信奉利益

甚于理想……”

即将于11日开幕的北约峰会注定

会成为美欧关系发展的风向标。是继

续掐架还是避免争斗，各界拭目以待。

加深欧洲安全焦虑

贸易摩擦阴云渐浓，伊核协

议、气候变化等政治议题“不对

盘”，美国和欧洲关系正处在十分

“艰难”的时刻——美国大西洋理

事会欧洲问题资深研究员弗朗西

丝·伯韦尔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这样评论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赴欧参

加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

峰会。美欧首脑如何互动令人关

注。毕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在政

治与经贸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出

格”举动，多次挑战欧洲各国领导

人神经。舆论普遍认为，昔日“最

亲密盟友”之间嫌隙渐生。

对此，伯韦尔说，特朗普执政第

一年，就已多次表示对欧洲的不满，

声称要对德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改

变所谓美国与多国间的“贸易不平

衡”，但基本仍是“打嘴仗”多于“下狠

手”。但伯韦尔也指出，跨大西洋联

盟毕竟经历几十年的积淀，目前双方

虽有分歧，但在欧洲东线防御等安全

问题上依然步调一致。尽管特朗普

抱怨连连，但美国在行动上对北约支

持不减：不仅增加了用于增强欧洲防

御能力的资金，还积极参与黑海与波

罗的海军演，并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

兰强化军事部署。

那么，究竟美欧未来会走向何

方？“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伯

韦尔说。 据新华社

来者不善来者不善特朗普访欧

借机强压贸易问题

加大北约内部分歧

“亲兄弟”遭遇“明算账”

新闻背景

美欧关系
已处在“艰难”时刻
——访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

洲问题专家弗朗西丝·伯韦尔

相关新闻

特朗普发推
“敲打”盟友

中央气象台10日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

警：预计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将于11日上午

以强台风的强度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苍南一带沿

海登陆。受“玛莉亚”影响，今明两天，台湾、福

建、浙江东南部、江西等地将迎来强风暴雨。

对此，中国气象局10日10时将重大气象

灾害（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

10日10时，台风“玛莉亚”中心距离福建

霞浦约 730 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 16 级

（每秒5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

中央气象台预计，“玛莉亚”将以每小时

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于11

日凌晨掠过台湾岛北部，并于11日上午在福

建福清到浙江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

西北方向移动，穿过福建北部，强度迅速减

弱。将于11日晚上移入江西东部，随后减弱

为热带低压。 据新华社

今年首发台风红色预警：

强台风“玛莉亚”将登陆闽浙

最新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新增储量数据

显示，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增长放缓，煤层气增

幅下降，增幅较大的页岩气储量突破万亿立方

米大关。

自然资源部10日发布的2017年全国矿产

资源储量情况显示，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

气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呈现下降趋势。

2017 年，全国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从

2012年的15.22亿吨降至8.77亿吨，天然气从

9610亿立方米降至5554亿立方米，煤层气从

1274亿立方米降至105亿立方米。2017年，我国

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可采储量分别增长1.2％、

1.6％、62.0％，煤层气则下降9.5％。 据新华社

我国页岩气储量
突破万亿立方米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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