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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46-2

11月16日08∶00—19∶00停电：110kV
园铁线；

07∶30—13∶30停电：10kV飞康线深绿
V1078开关至海杰冶金机械436开关（停电范
围：瑞奇制衣、赛恩塑业、基腾电气等新闸等相
关地段）（临检）；

10kV绿万一线华源凯马A1424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中英科技股份、天天电子科技、
中辉模塑等新闸等相关地段）（临检）；

07∶30—15∶30停电：10kV西腾线全线
（停电范围：西联鸿鼎企业运营管理等西夏墅
等相关地段）；

10kV富春线全线（停电范围：永宝利染
丝、海星服饰、德易印染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08∶00—12∶00停电：10kV梧岗线郑陆
庄桥B1801开关至红卫大队B1150开关至双
飞化工C1470开关至磊利包装C1469开关（停
电范围：南方盛达不锈钢制品、郑陆镇人民政
府、江本自控设备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1月17日06∶30—19∶30停电：10kV海
花二线青龙西路2号环网柜：海花二线1110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九龙半岛娱乐休闲等红
梅等相关地段）；

10kV三丰线三丰路1号环网柜：三丰线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常青村民委员会等
青龙等相关地段）；

10kV小镇线香溢俊园#1中间变电所：小
镇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苏房投一号置

业、对外贸易等红梅、青龙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盘龙线新苑

五路1号环网柜：仙龙金钱村配1130开关后
段（停电范围：龙虎塘街道办事处、港华燃气等
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09∶20—16∶30停电：10kV葛庄线42号
杆西电镀厂支线后段（停电范围：东南村委会
等西夏墅等相关地段）；

11月18日07∶00—17∶00停电：20kV盖
茨线白马公馆1号中间变电所：白马公馆#3变
I段214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白马公寓部分
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20kV白马二线白马公馆1号中间变电
所：白马公馆#3变II段224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白马公寓部分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07∶30—19∶30停电：20kV美伊线全线
（停电范围：托普拉精密紧固件、铂斯达金属材
料、美伊电钢机械等春江、薛家等相关地段）；

07∶50—15∶00停电：10kV北港线龙江
路#11环网柜：北港线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
围：客车厂宿舍部分、常州市中心血站、的确好
宾馆等新闸、五星、荷花池等相关地段）；

09∶00—18∶30停电：10kV硫酸线12号
杆通江大道支线后段（停电范围：冠晟企业管
理、森宇装饰材料、锦丰市政工程等春江、圩塘
等相关地段）；

11月19日07∶30—14∶00停电：10kV荡
南线中吴大道129号环网柜：荡南陶家支1130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欣公寓部分、康乐宿舍
部分、科技经贸技工学校等雕庄、茶山、兰陵等

相关地段）；
11月20日07∶30—21∶00停电：110KV

林洪线；
07∶30—14∶30停电：10kV政成线紫云

苑#1中间变电所：政成线1110开关前段（停
电范围：紫云居部分、紫云小学、青龙中心幼儿
园等青龙等相关地段）；

11月21日07∶00—15∶00停电：10kV璞
丽一线西仓街2号环网柜∶璞丽一线1110开
关前段（停电范围：红星新村部分、姚家弄部分、
西直街部分等怀德、南大街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清潭线广仁
路#3环网柜∶河滨花园支1130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天安河滨花园部分、工人新村北部分
等兰陵等相关地段）；

11月22日08∶00—14∶30停电：10kV春
江线元春江V1510开关至出口加工区2号环
网柜：春江线1110开关（停电范围：综合保税
区投资开发、嘉迅物流、马可波罗客车制造等
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10kV高博线元高博V1511开关至出口
加工区#4环网柜：高博线1110开关（停电范
围：常裕光学实业、城市照明管理处、高博能源
材料等龙虎塘等相关地段）；

10kV东宝线大成真空支线1号杆开关上
引线后段（停电范围：大成真空技术等龙虎塘
等相关地段）；

08∶00—15∶00停电：10kV九南线九南
村A1144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润源家庭农场、
阳光药业、奔久化工等奔牛等相关地段）；

11月23日08∶00—14∶00停电：10kV
西园线城北变至博爱路3号环网柜：博爱路#
4柜1110开关至金桥中间变电所：博爱路#4
柜1110开关（停电范围：聚和家园部分、西园
村部分、北直街小区部分等天宁等相关地段）；

08∶00—16∶00停电：10kV大坝线天
山路中454开关前段（停电范围：华瑞福海
电子科技、银河电器、腾普精机等三井等相
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1月16日07∶00—12∶30停电：10kV奔

西线公寓楼支线2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71
号杆粮食宿舍支线侧、电力支线16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10kV场站线淤家塘支线3号上引线后段；
12∶00—17∶30停电：10kV东村线董市

变支线4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文昌线15号杆河口配变支线侧；
10kV坝兴线32号杆扁担河支线侧；
10kV卜泰线邹区卜弋桥东配变；
15∶00—15∶30停电：20kV浦江线国宾

花园#7变电所：#1配变、#3配变；
20kV锦珑二线国宾花园#7变电所：#2配

变、#4配变；
20kV新龙一线西瑶苑#3变电所∶#1配变

（临检）；
11月17日16∶00—16∶30停电：20kV新

龙一线西瑶苑#3变电所∶#1配变；
11月18日12∶00—17∶30停电：10kV雷

诺线东姚一队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10kV刘村线郑陆粮庄村委支线6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

15∶00—15∶30停电：20kV锦珑二线国
宾花园#7变电所：#2配变、#4配变；

11月19日07∶00—12∶30停电：10kV郑
农线郑陆梅沟支线07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7∶30—15∶30停电：10kV刘村线查家
朱家支线5号杆跌落式上引线后段；

08∶30—15∶30停电：10kV新市线61号
杆后段；

10kV梅村线邹区泰村刘巷夏塘变配变、
邹区泰村刘巷塘后2号配变、邹区泰村刘巷中
姚配变；

10kV刘村线郑陆粮庄村支线13号杆卜
家村变支线侧；

09∶00—17∶30停电：10kV兰陵线工人
南29幢支线08号杆加号侧后段、工人南34幢
西配变、顾家村30号配变；

11月20日07∶00—17∶00停电：10kV勤
站线汤庄肖家桥配变；

10kV高德线浦河姜家北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东村线奔牛

东桥北野田配变；
13∶00—17∶00停电：10kV枫香一线奔

牛东桥后梅配变；
11 月 21 日 15∶ 00—15∶ 30 停

电：20kV新龙二线西瑶苑#3变电所∶#2
配变（临检）；

11月22日07∶00—12∶30停电：10kV
泰村线君恒户外支线3号杆国泰支线侧；

10kV张家线西林张家电站配变；
10kV荆川线清园5幢支线7号杆跌落

式上引线后段；
16∶00—16∶30停电：20kV新龙二线

西瑶苑#3变电所∶#2配变（临检）；
11 月 23 日 07∶ 30—15∶ 30 停

电：10kV兰陵线工人村南支线17号杆跌
落式上引线后段；

08∶00—17∶00停电：10kV空港一线
奔牛民生东配变；

10kV龙苑线龙虎塘镇北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
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
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
纸和网站信息。

关于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销户的公示

由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勤奋路（河海路—漕河路）
改造工程、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三
期）市政工程二标段（南大街街道辖区
及荷花池公寓）、城东泵站及配套管网
工程—泵站工程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
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
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
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15日），如
有异议，请向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工程管理处反映，联系电话：0519-
85682076。
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销户的公示

由江苏金坛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承
建的黑臭河道路整治工程—江边污水
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普陀山路（盛业
路）等污水管道工程、黑臭河道路整治
工程—江边污水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
百丈中学东侧道路等污水管道工程已
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
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
示（公示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2年12月15日），如有异议，请向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管理处
反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江苏金坛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受委托，常州恒源拍卖有限公司、江苏
正德拍卖有限公司就武进区湖塘镇府西路
2号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湖塘镇府西路2号房地
产，建筑面积896.78㎡，宗地面积2221.23
㎡（共用）。参考价：420万元。

二、拍卖时间、地点：拍卖时间：2022
年 11 月 30 日（周三）上午 9：30；拍卖地
点：武宜中路1号天豪大厦3号楼309室常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武进分中心。

三、拍卖标的展示：公告之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4 时止（上午
9：00—11：00，下午1：00—4：00，节假日
除外）。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四、拍卖保证金：保证金每份50万元，
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9日下午4时。

账户：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武进

分中心
开户银行：常州建行丰乐支行
账号：3200 1626 7590 5250 3216
五、注意事项：1.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

询，查阅拍卖资料和查看拍卖标的。预约
看房。2.竞买人必须于2022年11月29日
下午5：00前凭保证金缴款凭证及有效证
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否则不具备竞买人
资格。3.若因标的撤拍，退还保证金，拍卖
公司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六、联系方式：13906116366 许先生
15861161588 裴女士

保证金缴款咨询电话88068636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州恒源拍卖”

“江苏正德拍卖”
常州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正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拍 卖 公 告
结合振中建设与劳务公司签署的合

同、该合同付款情况以及农民工专户工资
发放记录，本项目并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
资情况，但近期本项目讨薪事件频发。按
照常州市钟楼区住建局、钟楼区人社局等
各部门要求：2022年11月14日起，雅居乐
常州雅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项目
部、振中建设项目部将开始复核关于丁香
路、中吴大道东南侧（CX060207）地块
25#—27#，30#—35#楼项目农民工工资情
况，涉及的相关人员在2022年11月30日
前准备相关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1.起止时间：2022年 11月14日——
截止时间2022年11月30日。

2.需提供如下资料：（1）工人进场登记
花名册（姓名+性别+电话+身份证号码+家
庭住址）。（2）农民工人员考勤记录与施工

部位明细及证明人。（3）农民工工人资表。
（4）工人离场结算清单。（5）个人结清承诺
书（收款后生效）。（6）农民工工资前期收付
记录凭证。（7）代提交工人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资料均需劳务公司盖章、班组负
责人、劳务公司劳资员、劳务公司负责人签
字确认，工人工资表需本人签字按手印，请
相关人员如实提供以上资料，若出现造假
情况，我司将移送司法机关；同时给我司造
成所有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为了保障农民工工资、维护社会稳定
发展，我司将积极推动解决农民工资问题，
望相关人员提前做好以上准备工作。

常州雅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振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

2022年11月14日

关于丁香路、中吴大道东南侧（CX060207）
地块25#-27#，30#-35#楼项目农民工工资的公告

销户公示
由常州礼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进区年产50万套工程机械

液压部件项目辅助金属车间施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
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
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16日），如有异议，请向武进建设工程管理中
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6318226。

关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销户的公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三期）市政工程一标段（钟

楼区五星街道辖区）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
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
15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管理处反映，联系电
话：0519-85682076。

徐州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更 正
2022年9月28日在《常州日报》上江苏格龙特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刊登的销户公示中“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0519-86318226”应更正为“常州经
济开发区建设局0519-89863244”。特此更正

江苏格龙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声 明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5日裁定受

理常州腾程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民事
裁定书（2022）苏0413破12号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
目前公司公章、法人章均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常州腾程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11月15日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群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进区年产6万套机

器人及其配件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
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月15日至12
月15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
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
86318226/86312787。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群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进区年产1万套农

机具项目（车间一）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
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月15日至12
月15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
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
86318226/86312787。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群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进区年产2万套农

机具装配项目（19号车间）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
月15日至12月15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
话：0519-86318226/86312787。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群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进区年产6000万

个汽车零部件项目3#车间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
月15日至12月15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
话：0519-86318226/86312787。

销户公示
由常州市群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进区智能办

公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项目（车间二）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
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
示期：2022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
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设
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6318226/86312787。

销户公示
由上海普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区江苏盈天

化学有限公司安全、环保优化整治提升项目（消防工程）已竣
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
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
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反映，
联系电话：0519-85175621。

认尸启事
2022年10月28日13时许，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邹区

派出所在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安基村委杨家塘安港大桥下
运河段发现一具男尸。死者年龄38岁左右，身高180公分，
身穿深色条格子衬衣和深色牛仔裤，脖子挂一左手观音玉
佩。望家属与邹区派出所巢警官联系，联系电话：0519-
83631110，18860982570。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邹区派出所
2022年11月14日

△上海华谊建设有限公司遗失NO.00009654号江苏省行
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声明作废。
△陈烁遗失V320247652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陈建伟遗失常州高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代收款
凭单），票号：0005844、0008553、0007658声明作废。

△余能太遗失35015646号江苏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声明作废。
△常州市方信活动地板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三头六臂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用。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年产3000吨导电银浆建设项目一期白蚁受理
单一份，合同编号20210234，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86603740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中
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14日发布通知
明确，对于2022年第四季度到期的、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时遇困的小
微企业贷款（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
业主经营性贷款），还本付息日期原
则上最长可延至2023年6月30日。

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市场监管总局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支持力度的通知》，对于
2022 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小微企业贷
款，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
则与企业共同协商延期还本付息。

通知明确，延期贷款正常计息，免收
罚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实质性
风险判断，不单独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
风险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完善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相关尽职免责规定。

最长可延至2023年6月30日

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延期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1 月
14日电 11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
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邀赴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七次峰会。

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委员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

当地时间 14 日下午，习近平乘坐
的 专 机 抵 达 巴 厘 岛 努 拉 莱 伊 国 际 机
场。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
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巴厘省省长科

斯 特 等 高 级 官 员 在 机 场 热 情 迎 接 。
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身着民族
服 装 的 当 地 青 年 演 奏 起 印 尼 传 统 乐
器伽美兰，盛装印尼女青年跳起巴厘
岛传统舞蹈“朋德舞”，当地学生挥舞
中 国 和 印 尼 两 国 国 旗 ，用 中文欢呼：

“欢迎，欢迎！”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 国 驻 印 尼 大 使 陆 慷 也 到 机 场

迎接。
习近平夫妇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道

路两旁，许多当地民众自发聚拢起来，挥
舞两国国旗，对中国国家主席到访表示
最热烈的欢迎。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习近平抵达巴厘岛

（上接A1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
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维护祖国统一
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共同心愿。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
裂出去，都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中国
人民都绝不会答应！我们希望看到并
始终致力于保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但

“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希
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总统先生多次讲
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
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希
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
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
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
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
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任
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
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

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
流。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
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习近平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
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
路。这种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后还会
继续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得到14亿人民拥护和支持，是
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中美相处
很重要一条就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
不同，而不是强求一律，试图去改变甚至
颠覆对方的制度。美方应将有关承诺体
现在具体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习近平强调，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
现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但这
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任何时
候世界都有竞争，但竞争应该是相互借

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
赢、你死我活。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
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
民的意志和热情。打贸易战、科技战，人
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
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
会损人不利己。我们反对把经贸科技交
流政治化、武器化。当前形势下，中美两
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这是两
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经济深
度融合，面临新的发展任务，需要从对方
发展中获益，这也是共同利益。全球经
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
点问题也离不开中美协调合作，这还是
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
利，着眼大局，为双方合作提供好的氛围
和稳定的关系。

拜登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相识多
年，保持着经常性沟通，但无论如何也代
替不了面对面的会晤。祝贺你再次连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美中作为两个大国，
有责任保持建设性关系。美方致力于保
持两国元首以及政府各层级沟通渠道畅
通，就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开展坦诚对
话，为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重要全
球性挑战加强必要合作，发挥关键作
用。这对美中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重
要，对整个世界也十分重要。我愿重申，
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
的利益。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
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
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
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
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

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对未

来世界走向至关重要。美中双方有共同
责任向世界展示，美中能够管控分歧，避
免和防止由于误解误判或激烈竞争演变
成对抗甚至冲突。美方认同应确立指导
美中关系的原则，可由双方团队在已有
的共识基础上继续谈下去，争取尽早达
成一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
国，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稳定。

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
略沟通，开展经常性磋商。同意两国财金
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
话协调。同意共同努力推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
得成功。双方就开展两国公共卫生、农业
和粮食安全对话合作达成一致。同意用

好中美联合工作组，推动解决更多具体问
题。同意中美人文交流十分重要，鼓励扩
大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
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关切当前
乌克兰局势。危机爆发后，我就提出了“四
个应该”，前不久我又提出“四个共同”。面
对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全球性、复合性危机，
有这么几条值得认真思考：一是冲突战争
没有赢家；二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
法；三是大国对抗必须避免。中方始终站
在和平的一边，将继续劝和促谈，支持并期
待俄乌双方恢复和谈，同时希望美国、北
约、欧盟同俄罗斯开展全面对话。

两国元首都认为，会晤是深入坦诚
和建设性的，责成两国工作团队及时跟
进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采
取切实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
展轨道。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经常性
联系。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