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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 王宾）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在谈到所谓萨台
“自贸协定”彻底废除一事时表示，中方高
度赞赏萨尔瓦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作
出符合萨中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决断。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地时间

11月7日晚，萨尔瓦多最高法院宪法法庭
发布公告，正式宣布针对萨尔瓦多同台湾
所谓“自贸协定”采取的保护措施失效，此
举标志着所谓萨台“自贸协定”彻底废除。
“这再次彰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

际大义、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势力都

无法阻挡。”他说。
赵立坚说，中萨双方共同宣布，双方愿

尽早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相关进程，并
为尽快完成该进程而共同努力。此举充分
表明两国深化双边关系、提升经贸合作水
平的共同意愿。

“近年来，中萨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
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萨关系取得新突破，务
实合作收获新成果，双方友谊不断升华。”赵
立坚说，中方愿同萨方一道努力，继续增强双
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势头，深挖合作潜力，打造
合作亮点，共创中萨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外交部就所谓萨台“自贸协定”彻底废除一事表态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
古9日下令赫尔松州境内俄军由第聂伯河
西岸转移至东岸。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
位于第聂伯河西岸。同日，乌方称未发现
俄军撤离赫尔松市的迹象。
——据俄媒9日报道，绍伊古当天下

令赫尔松州境内俄军由第聂伯河西岸转
移至东岸。他表示，保障俄军人员生命
健康始终为首要任务，要求俄方采取一
切措施保障俄军人员、武器和设备途中
安全。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

亚克 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没有

发现俄军撤离赫尔松市的迹象。城内仍
有俄军部队，且俄军增援部队正被派往
该地区。
——乌克兰总统府网站日前援引乌总

统泽连斯基的讲话报道说，乌方清楚地了
解俄方在赫尔松地区的计划，正在采取相
应行动削弱俄军实力。

赫尔松州俄军转移至第聂伯河东岸
乌方：未发现俄军撤离赫尔松市迹象

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说，鉴于欧洲可
能面临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竞争，法国需
要着力增强国防建设，在2030年前巩固法
国作为“独立、受尊敬”的核武国家地位，推
动欧洲联盟防务实现“战略自主”。

强调“战略自主”

马克龙当天视察南部土伦港军事基地，
站在“迪克斯米德”号两栖攻击舰上发表这
番言论，宣布法国2030年前希望达到的国防
战略目标，即成为“作为欧洲战略自主核心
的独立、受尊敬、行动敏捷的强国”，同时保
持与大西洋联盟的紧密联系。土伦港濒临
地中海，当地军事基地驻有大约2.4万法
军。马克龙当天还视察了法国新造的核潜
艇“絮弗伦”号，接见法国海军突击队代表。
马克龙说，由于“欧洲大陆再次出现战

争”，法国希望推动加强欧盟自身的防务能

力建设。他说，“我们的首要愿望是加强与
德国的联系”，强调双方军事力量在工业优
势、战略雄心等方面具有互补性。

“核威慑”是关键

马克龙说，“一旦乌克兰恢复和平，我
们需要评估所有后果”，欧盟为此需要建立
一个“全新的安全机制”，这一机制的关键
是建立“可靠、现代化”的核威慑。法国是
欧盟成员国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马克龙说：“我国核力量的存在本身就

是对法国和欧洲安全的贡献。”
马克龙还说，法国将保留大规模海外

驻军，其范围通过非洲东北端的“非洲之
角”连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到中东地区
的大片区域。未来几天，他将与非洲的伙
伴国家和地区组织启动对话，讨论更新法
国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现有军事基地的
“地位、构成和任务”。

恐怕投入不足

法国的新军事战略方案文件提到，法

国应该保持“领导军事行动的能力，包括单
独或在联盟内的高强度行动”。新战略方
案还需经过商讨才能确定具体内容。马克
龙透露的前景听上去雄心勃勃，但所需预
算有待法国议会讨论。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

9日接受法国新闻频道采访时对本国军力
现状泼了点“冷水”。他说，现在的法国军
队没有能力参与大型军事行动，因为组建
过程中就没这种规划，而且一直以来缺乏
经费。

新华社专特稿

马克龙：推动欧洲联盟防务实现“战略自主”

法国要成为“独立、受尊敬”核武大国

美国政府代表团9日在古巴首都哈瓦
那与古方官员会面，讨论扩大领事服务和
移民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分管领事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雷娜·比特、美国公民及
移民服务局局长乌尔·贾杜在美驻古大使
馆与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
斯·德科西奥举行会谈，内容涉及美驻古大
使馆定于2023年1月4日完全恢复古巴赴
美移民签证服务的具体安排。

比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她与德科
西奥会面讨论“扩大（美方）在古巴的领事
业务”。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元”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9日宣布，
为应对收益下滑及行业困境，“元”公司将
裁员1.1万人，约占员工总数的13%。

扎克伯格在致员工函中说，他先前预
期公司业绩会迅速增长，因而决定大幅扩
招。“不幸的是，情况不如我预想。不仅在
线商务没能恢复先前涨势，宏观经济低迷、
竞争加剧、广告收入减少也导致我们的收
益比我预想的低得多。”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人们减少外出，将更

多生活与工作内容转移到线上，包括脸书在
内的不少社交媒体企业蓬勃发展。脸书近年
在经营社交媒体平台之外，大力拓展虚拟现
实技术等业务，去年10月底改名“元”公司。
这家企业2020年以来共扩招数万人，如今即
便裁减1.1万人，员工人数仍远多于两年前。

新华社专特稿

脸书母公司裁员1.1万人

美国代表团访问古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 申铖）记者10日从财政部了
解到，中央财政近日提前下达多项2023年预算资金，支持地方提前
谋划实施2023年相关工作。其中，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促进农业强国建设，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3年农业
相关转移支付2115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85亿元。

财政部还提前下达941亿元水利资金，为支持地方提前谋划
实施2023年水利项目建设、尽快形成有效投资提供有力保障。此
外，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预算、2023年就业补
助资金预算、2023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等也提前下达。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10日电（李国利 黄国畅）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任务10日下午组织发射前系统间全区合练，目前各系统
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这次任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22年度的收官之战，也是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的第200次航天发射任务。针对与梦天实验舱任务
高度并行、发射间隔时间短等实际情况，科技人员连续奋战，组织
完成了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技术区测试、加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垂
直总装测试、船箭联合测试、组合体垂直转运等工作。目前，各系
统状态良好，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
“这是点火发射前参试系统最多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也

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合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介
绍，“目前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发射日天气满足要求，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完成发射任务，确保天舟‘快递’使命必达。”

据新华社武汉11月10日电（记者 熊琦）《湿地公约》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东道国活动——全球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论坛9
日在武汉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迁飞区现
状、典型水鸟保护案例、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等主题开展研讨，分享
交流国际候鸟保护经验。论坛宣布成立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
络，并发布《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倡议》。

据了解，鸟类迁徙是候鸟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沿相对固定的
路线定期往返的习性。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飞通道，途经中国的有
4条，从东至西分别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飞通道、中亚候鸟迁飞通道和西亚-东非候鸟迁飞通道。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多项2023年预算资金

1485亿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

天舟五号完成发射前全区合练

全球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论坛举行

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成立
11月10日，国家

文物局在北京召开

“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重要进展工作会，

专题通报河南安阳

殷墟考古与甲骨文

研究重要成果及新

进展。据介绍，近期

的考古工作系统揭

示了洹北铸铜、制

骨、制陶手工业生产

方式和“居葬合一”

的族邑布局模式。

图为邵家棚遗

址墓葬出土的铜礼

器组合（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29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0 12 14 22 27 24 07

全国投注总额：43000783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派奖：一等奖特别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派奖：六等奖翻番奖

7注
5注

102注
2307注
75666注

1404099注
15122864注
10201697注

7828409元
4000000元
24263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908461423元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20000000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额：619547755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300期3D开奖公告

2 9 2
天津投注总额：86172286172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11注
416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乌克兰局势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女人如花（26、
27、28）

■一筹莫展的老瘪
醉醺醺地回到白家，金燕
尾随而至。两人在院子
纠缠起来，白玉萍闻声出
来劝架，却被老瘪一胳膊
抡开，摔倒在地。白玉萍
流产了，金燕心满意足地
跟老瘪领了结婚证。老
瘪大姐找到白玉萍，希望
她能接纳金燕重回缝纫
组。这几年金燕一直在
家吃劳保，孩子也总是怀
不上，老瘪妈和老瘪都为
此烦心不已……

都市频道

15:30健康直播间
■胰岛素是临床常

用的糖尿病治疗药物，然
而，胰岛素如果使用和保
存不当，很容易影响药效
及血糖水平，甚至可能还
会导致各种并发症。到底
如何规范注射和正确保存
胰岛素？不同类型的胰岛
素在使用方法和药效上有
哪些不同？由于不规范注
射胰岛素导致皮下脂肪增
生又该怎么办？敬请关注
本期节目。

21:45双面胶（8、9）
■亚平决定在父母

临走前陪二老逛逛街，出
发前私下叮嘱丽娟，二老
待不了几天，要她一定要
顺二老的心。起初一切
顺利，怎知在商场中，亚
平妈看到丽娟平日用的
化妆品竟要上百元一瓶，
一下子就不高兴了。气
氛跌到谷底，丽娟心中虽
有万般不满，只能忍着。
到了中午，丽娟说肚子
饿，4人来到一家饭店，亚
平妈心疼吃饭花钱，硬说
自己不饿……

天津卫视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1、22)

■乔雨去宝光寺调
研，无意中发现了靳庆宝
的暗道，她壮着胆子走进
去，正好与准备携带文物
逃跑的靳庆宝撞个正着，
被靳庆宝手下抓了起来。
路长河给乔雨打电话，怎
么也联系不上，于是他带
着小许、长发赶去宝光寺
修复现场。关键时刻，路
长河救出了乔雨，自己却
受了伤……

天津卫视（101）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1:20青春守艺人

天视2套（103）

18:15女人如花
20:30青春有腔调

天视3套（104）

19:00飞哥战队
22:00海边女人

天视4套（105）

15:30健康直播间
21:45双面胶

天视5套（106）

18:55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20:10男人世界
21:00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