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政府出台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细则

1月30日16时34分 ， D3755
次 “稳就业促发展———桂籍务工
人员入粤返岗免费专列 ” 载着
500多名广西务工人员， 顺利抵
达广州南站。

刚下车的韦文坤2007年到广
东工作， 如今在广州花都区的一
家工厂担任领班。 近几年， 韦文
坤春节后都是乘坐返岗专列回广
东上班 。 他说 ， 以前返岗路程
远、 车票不好买， 现在返乡返岗
有 保 障 ， 而 且 免 费 ， 感 觉 很
“暖”。

据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介绍， 截至1月30日， 四川、
重庆、 湖北、 湖南、 广西等地已
有100多趟返岗务工专列陆续抵
达广东。 预计到2月5日 （正月十
五）， 还将有80多趟返岗务工专
列抵达广东。 这些专列将确保超
过10万名外省到广东务工人员顺
利返岗。

“我们畅通务工人员入粤返
岗全链条， 从行前、 途中到上岗
助力务工人员 ， 让他们尽快返
岗， 有活干、 有钱赚。” 广东省
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 广东多部门通过返
岗专车、 务工专列和专机等多种
方式， 努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 来自广西、 湖南、 四川等
劳务输出大省劳动力在粤就业稳
定， 也有效保障在粤企业用工需
求。

位于广东中山市南头镇TCL
空调制造中心工厂已经开工。 厂
长向民军还记得， 正月初四， 寒
风中的他翘首期盼着从广西梧州

回来的员工。 看着一辆辆返岗专
车陆续开进工厂， 他的心里才踏
实了很多。

当日， 由中山市人社局组织
的5辆返岗专车分别抵达南头镇、
小榄镇等地， 将大约200名技术
骨干和管理人才送到各个企业。
中山市人社局负责人说， 从正月
初四至正月十五， 人社局将组织
32趟专车， 从广西、 四川、 贵州
等地接回1400多名外省返岗员
工。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在
去年12月就已参与广东人社部门
组织的招聘活动， 到广西、 贵州
等地跨省对接用工 ， 针对用 工
接返需求统一安排 “点对点 ”
务 工 专 车 接 员 工 返 岗 。 借 助
东 西 部扶贫协作项目优势 ， 还
引进了贵州六盘水、 黔东南州的
务工人员。

“人社部门还出台了优惠政
策和提供财政补贴， 帮助企业稳
定员工、 扩大招聘。” 格兰仕集
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说， 公司
磁控管、 电器配件等生产线一开
工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

在东莞大朗镇， 不少企业已
是一派繁忙景象。 东莞市厚威包
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 员工已基本到位。 公司总裁
办总监周建涛说， 在政府支持和
企业努力下， 大部分回家过年的
员工都已回到了工作岗位， 复工
率达到90%左右。

务工专车专列里不仅有稳就
业和保用工的暖心故事， 大批务
工人员岗位工种的变化， 也折射

出企业乃至当地高质量发展的
“密码”。

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韦文
坤近些年通过参加政府和企业提
供的技能培训， 工作能力得到不
断提升、 收入增加。 他说： “政
府有很多免费培训， 企业也不断
提供学习机会 ， 找到适合自己
的， 提高本事才能更好适应时代
的变化和企业要求。 新的一年，
希望能再多学些手艺。”

用工结构变化的背后是企业
数字化、 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
梁昭贤介绍， 格兰仕已从传统的
“接单—研发—生产—交货 ” 模
式转型为供应、 生产、 销售、 用
户一体化的工业互联网生态， 实
现了产业链、 供应链全系统数据
闭环。

今年， 格兰仕面向社会推出
数十种技工岗位， 首批招聘5000
多名技工人才。 梁昭贤说， 格兰
仕正着力建设系统化技工培养体
系， 通过 “全员技工化” 战略，
推动员工朝着 “普工-关键岗
位-产业技工-工程师 ” 的路径
发展。 2022年以来， 已培训生产
一线员工超2万人次。

随着企业和产业的转型升
级， 广东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发
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 2022
年， 广东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增加
到8个，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6.7
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达6.9万家，
均列全国首位。 先进制造业、 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
重分别升至55%、 29.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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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专车专列里的“经济密码”

新华社电 俄罗斯法律信息
网30日发布一份法律文件， 内容
涉及如何具体落实俄总统普京此
前签署的有关回应西方对俄石油
和石油产品实施价格上限措施的
命令。

根据这份由俄总理米舒斯京
28日签署的法令， 俄能源部与俄
财政部达成协议， 必须在3月1日
前批准俄出口石油价格监测程
序。 另外， 出口俄石油和石油产
品的个人或法人实体有义务监控
在整个供应链中是否有使用限价
机制的行为 。 如果发现此类行
为， 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通报俄海
关和能源部 。 俄海关如核查证
实， 将暂时叫停出口， 直至涉事

方予以纠正。
俄能源部本月10日说， 俄方

拒绝与以任何形式执行西方限价
措施的贸易商合作。 西方国家对
市场机制的非法干预影响了世界
能源安全、 稳定的供应， 有关国
家应共同努力加以修正。

欧盟成员国去年12月初就对
俄海运石油出口设置每桶60美元
的价格上限达成协议， 七国集团
和澳大利亚宣布与欧盟实施同样
限价政策。 普京当月签署命令，
要求禁止向在合同中直接或间接
使用设置价格上限机制的外国法
人和个人供应俄石油和石油产
品。 这一总统令自2023年2月1日
起生效， 有效期至7月1日。

“合则用， 不合则弃。” 近
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
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 美国
被判违反世贸规则， 之后又滥用
上诉权利为相关裁决执行蓄意制
造障碍。 这一行径遭到众多世贸
成员的严厉声讨。

去年12月， 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制专家组报告裁定， 2018年
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
措施、 2020年美国就香港商品实
施的产地来源标记新规定均违反
世贸规则， 不符合 “国家安全例
外” 条件， 建议予以纠正。 美国
非但不接受世贸裁决， 反而利用
仲裁机构 “停摆” 提出上诉， 试
图将裁决的执行无限期搁置， 而
仲裁机构停摆的始作俑者正是美
国。 也就是说， 美国给世贸组织
制造困境， 然后又利用这个困境
逃避裁决。 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
就指出， 世贸仲裁机构因美国蓄
意破坏而 “瘫痪”， 目前根本无
法审理这些上诉， 美国实际上是
在滥用上诉权利。

稳定有序的规则体系是多边
贸易的基础。 世贸组织专家组顶
住压力， 对贸易违规行为进行调
查并作出公正裁决， 其捍卫规则
秩序的专业性和勇气值得称道，
也为更多饱受贸易霸凌的国家在
世贸组织框架内寻求公平正义增
添了信心， 无疑是对多边主义的
重要增益。 美国违反世贸规则、
拒不执行裁决的行为遭到包括其

盟友在内的世贸成员广泛声讨，
这充分说明美方做法不得人心，
越来越多国家敢于对单边主义和
霸凌行径说不。

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定的意义
不止于此。 近几年， 美国动辄以
“国家安全” 概念为由搞 “脱钩”
“断链”， 对其他国家实施科技围
堵、 贸易霸凌。 专家组的权威裁
定 在 国 际 上 为 世 贸 组 织 有 关
“国家安全 ” 的规则作了更明
确的解释， 以两个权威判例的形
式否定了美国所谓的 “国家安全
例外论”， 也让未来面临相似困
境 的 国 家 能 够 站 出 来 维 护 自
己的正当权益 。 外媒有评论指
出， 世贸组织专家组的裁决再次
给美国敲响警钟： 安全例外条款
不是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的 “护
身符”。

近年来， 美国泛化 “国家安
全” 概念， 动辄将别国企业拉入
“实体清单”， 搞贸易禁运、 长臂
管辖， 实施单边霸凌打压； 无论
是 《芯片和科学法案》 《通胀削
减法案 》 ， 还是所谓 “友岸外
包”， 均违反世贸规则， 对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造成扰乱和破坏，
遭到广泛谴责乃至反制……中国
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批评美国是
“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 多
边贸易体制破坏者、 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扰乱者”， 生动刻画出美
国的国际形象。

美国总爱拿 “基于规则的国

际秩序” 说事儿， 可一旦触碰其
利益或自己成为被告， 却马上毫
无顾忌地抛弃 、 破坏规则 。 世
贸组织研究报告显示 ， 美国是
迄今为止 “最不守规矩者”， 该
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由美国引
起。 当美国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成
为被告的次数越来越多、 败诉的
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 ， 他就会
“撂挑子” “掀桌子”， 甚至不惜
让仲裁机构 “瘫痪” 。 2019年 12
月 ， 世 贸 组 织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中的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法官
遴选而停摆 ， 令多边贸易仲 裁
机构 “瘫痪 ” 。 美国对世贸组
织的态度充分说明 ， 其所谓的
“规则”， 不过是为了获得免受规
则约束的特权而编造的说辞而
已。

当下， 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
霸凌行径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越来
越多的反弹， 这种 “宁可我负天
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的自私
本性根本不见容于当今世界遵从
规则、 相互尊重、 多边协商的大
潮流， 最终只会把自己隔绝于世
界主流之外并为此付出沉重代
价。 正如澳大利亚 “东亚论坛”
网社论所说， 美国现在已变成国
际贸易体系的最大破坏者。 美国
在开展健全的国际经济外交方面
给了自己一张红牌， 并很可能在
未来数年的国际经济博弈中出
局。

据新华社

输了官司耍无赖，美式贸易霸凌新闹剧

1月30日 ， 铁路上海客运段列车乘务人员在阜阳开往上海的
G7445次列车上向感兴趣的乘客介绍长三角务工招聘信息。 近日， 针
对长三角地区节后务工流特点， 铁路上海客运段在阜阳开往上海的
G7445次列车上开展就业服务 “春风行动”， 为进城务工旅客提供上
海、 苏州、 杭州等长三角地区就业信息， 帮助他们提前了解用工信
息， 促成企业和务工人员 “双向奔赴”。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30日在耶路撒冷呼吁巴以双方
采取紧急措施缓解近期的紧张局
势， 并重申美国支持解决巴以问
题的 “两国方案”。

布林肯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布林肯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上说， 巴以双方应采取紧急措施
缓解紧张局势。 应努力创造一个
巴以双方都有 “安全感 ” 的环
境。 美国政府支持通过 “两国方
案” 解决巴以问题， 建立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是一条可行之路。

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上表
示， 他与布林肯在会谈中讨论了
伊朗对地区的威胁， 重申以色列
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

器。 以色列希望继续推动与阿拉
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进程。 布
林肯则表示， 美国支持以色列与
更多阿拉伯国家达成正常化协
议， 但这不能取代推进以巴问题
的解决。

巴以地区紧张局势近期有所
加剧。26日，9名巴勒斯坦人在杰
宁难民营遭以军枪杀。27日凌晨，
数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
列， 以军则出动战机轰炸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
沙地带的军事目标。27日晚，一名
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一犹太
人定居点开枪射杀7人。巴勒斯坦
宣布停止与以方在安全领域的合
作， 以色列也宣布一系列针对巴
勒斯坦人的惩罚和反制措施。

———广东复工返岗故事

“春风行动”进车厢

美国务卿呼吁巴以双方
采取紧急措施缓解紧张局势

德国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巴西环保行动
新华社电 巴西总统卢拉30

日在首都巴西利亚总统府会见到
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 双方重点
讨论了环保等议题。 德国表示将
提供逾2亿欧元以支持巴西的环
保行动。

根据双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公
告， 德国提供的这笔资金将以多
种形式分配给不同的环保项目，
涉及亚马孙基金、 亚马孙地区各
州森林保护 、 退化地区重新造
林、 中小企业能源效率保证基金

以及在工业和运输部门推广可再
生能源等。 朔尔茨在会见后举行
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巴西
可以在全球生态转型中发挥重要
作用。

谈及乌克兰危机， 卢拉在发
布会上表示， 巴西做出了不提供
武器弹药的决定。 “巴西是一个
和平国家， （对冲突） 不想有任
何参与， 哪怕是间接参与。” 他
还提议建立多国论坛以促进俄罗
斯和乌克兰进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