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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汪洋为全国
政协主席后，承蒙许多国家领导人、政党领导人、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来电来函
祝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受汪洋主席的委托，谨对此致以
衷心的感谢。

2018年4月2日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
国家领导人之后，承蒙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议长、政府部门负责
人，政党领导人、国际组织机构负责人，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外国驻华使节，旅
居国外的华人、华侨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同胞等向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国家
副主席王岐山发来贺电、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受他们的委托，谨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8年4月2日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记者2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由社会力量举办、
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西湖大
学获教育部批准设立。

《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立西湖大学的
函》指出，根据《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
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
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和全国
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考察评议结
果，经研究，同意设立西湖大学。

函中指出，西湖大学为非营利法
人，由浙江省统筹管理和指导。学校
定位于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开展基
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着重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学校从举办研究生教育
起步，适时开展本科生教育。

教育部提出，西湖大学要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突出公益办学导向。

据了解，西湖大学校址位于浙江
杭州西湖区。在治理体系上，实行董
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形成教师
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
体系。学校将以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理
学、前沿技术、生物学、基础医学等 4
个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理学院、工学
院、生命科学学院，优先形成理学、工
学、医学等学科类。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告

全国政协办公厅公告

西湖大学正式获批设立

4月 1日，“科学”号工程技术人员将“发现”号深海机器人施放到海里。在
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西太平洋典型海山生态系统科学调查”支持下，“科
学”号科考船在西太平洋麦哲伦海山全面展开综合调查。 新华社发

4月 2日，中方发布针对美国232
措施的产品征税清单，对原产美国的7
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

美严重侵犯中方利益

此次中方发布的加征关税清单
中，对水果及制品等 120项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为15%，对猪肉及制品
等 8 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
25%。按照2017年统计，涉及美国对
华约30亿美元的出口。

4月 2日生效的征税行动主要针
对美国 3月初提出的 232措施，即美
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
和10%的关税。

虽然 232 措施并非针对单一国
家，但是美国此后不断通过“豁免”方
式，换取其他国家在贸易谈判中对美
方提出的条件。

“虽然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钢铁
出口国，但美国的措施相当于动员其他
国家一起压制中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
的，而且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说。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
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表示，美国
对多国征税看似公平，但通过“豁免”
方式来操纵，结盟的同时实现了只针
对中国的目的。

先礼后兵合理反击

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中

方并未采取同样的单边报复行动，而是
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程序，可谓先
礼后兵。3月26日，中方根据《保障措
施协定》在世贸组织向美方提出贸易补
偿磋商请求，美方拒绝答复。鉴于双方
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3月29日，中方
向世贸组织通报了中止减让清单，决定
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采取30亿美元对美反制措

施，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
利益损失，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维
护，是十分克制和理性的。”白明说。

有观点认为，中国对美约30亿美
元商品的征税，相比美方对华 301调
查中涉及的 6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
力度不够大。其实，30亿美元只是针
对美国采取的232措施。对于美国的
301调查，中国还未真正亮剑。

“232 措施只是美国贸易保护主
义连环拳中的一招，中国进行了有理
有利有据有节的反击。此事也表明了
中国的态度，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
我们将再还击。”李永说。

美方日前将对华征税产品建议清
单公示天数从 30天延长到 60天，并
且表示，美中两国政府有望通过磋商
避免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对于磋商谈判的立场，中方一直
未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方谈判磋商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但是中方不会接受在单方胁迫下展开
任何的磋商。希望美方尽快撤销违反
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使中美双方间
有关产品的贸易回归到正常轨道。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国对美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若美一意孤行中方将再还击

云露山大瀑布

人间三月芳菲始，踏青赏花正当
时！盼望着，盼望着，清明小长假终
于要来啦！这个时节，内乡的景区桃
红柳绿、五颜六色、热闹非凡，清明节
内乡各大景区将推出诸多精彩纷呈
的文化盛宴：有县衙景区的迎春花
会、县衙的清代演出节目、县衙古街
的文玩交易会、宝天曼景区的杜鹃花
节，还有云露山景区的活体变形金
刚，邀您共舞……清明假期，趁着春
光正好，百花齐放，何不走出家门，约
上三五好友一起来内乡踏青赏花、感
受春天的美好！

走进内乡县衙这座文化标本，不
仅使你领略到精美的古代建筑群，不
经意间与清代古衙来一次穿越，更兴
奋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穿官服、坐大
堂、过把县官瘾”，感受做官的荣耀，穿
明清官服拍照留念。清明节期间，内
乡县衙将举办首届迎春花会，数百盆
杜鹃花盛放迎春，山花烂漫的美好景
象将在古衙绽放，内乡县衙带你提前
进入杜鹃花季；每天县衙推出《鼓乐迎

宾》《宣讲圣谕》《三院禁约碑》《知县审
案》《知县招婿》等20余个大型节目表
演，让你在寓教于乐中受到官德教育
熏陶，领略博大精深的官署文化。

毗邻内乡县衙的古色古香建筑群
是集文化旅游、现代商贸、特色餐饮及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业集群——县

衙古街。这里，“中华餐饮名店”“中华
名小吃”等一大批全国各地特色小吃
共 100余家，已成为南阳市有名的特
色小吃集聚地。现在，“逛县衙古街、
尝特色美食”“听天下第一腔、购地方
纪念品”已成为外地游客的首选。清
明节期间，县衙古街将举办豫西南第

二届文玩交易会，逛古街，尝美食，淘
珍宝，快来县衙古街。

世界生物圈，醉美宝天曼。春天
的宝天曼是花的海洋，粉红色的山桃
花、金黄的山茱萸花、油菜花，还有辛
夷花、玉兰花、梨花、樱花等正在争相
开放，多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丽如
画，给宝天曼带来了无限浪漫色彩！
宝天曼品种多、不同花色的杜鹃花，
从4月份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陆续怒
放，还有珍贵的太白杜鹃等着有缘人
来观赏。山雄、峰险、水清、林密、石
怪、瀑飞、花海、猴萌……清明时节正
是宝天曼最美的观赏期，还有优惠福
利等您来拿！4月 5日—7日，自驾车
到宝天曼旅游，一车免一人门票（凭
驾驶证、行车证），参与办法是关注宝
天曼生态旅游度假区公众微信号
（btmdjq），将本条福利链接信息转发
至微信朋友圈即可。养生云露山，观
景宝天瀑！清明节期间，云露山景区
活体变形金刚空降首家七彩玻璃桥，
邀您共舞。

统 筹：李振豪 王晓杰
文/图：王晓杰 贾 玲

余学雄 王 勇

杜鹃花开迎客来，内乡景区邀
请您！到景区、看美景、逛古街、尝
小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约起来，
到内乡旅游去！

内乡县衙温馨的旅游环境

宝天曼风光

宝天曼杜鹃花开迎客来

内乡县衙表演节目：鼓乐迎宾

清明假期哪里去 内乡邀您去踏青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4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
致贺电，祝贺塞西再次当选埃及总
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埃友谊
源远流长、历久弥新。近年来，我同你
保持密切交往，中埃政治互信不断深
化，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交流更加

活跃，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我对此
感到欣慰。希望埃及人民在塞西总统
领导下，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
路上继续取得更多重要成就。我高度
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继续
努力，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习近平向埃及当选总统致贺电

天宫一号 华美谢幕
4月2日，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流星般从天外回归，结束了长达7年的太空

之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证实，8时15分左右，天宫一号坠落于南太平洋中部区域。

再见，天宫一号，但属于你的精彩瞬间永远难忘。

1992年，作为中国载人航天战略的一部分，
研制目标飞行器的方案，在早期规划的时候就已
经确定。

10年后，任务方案通过。它被直白地称为
“目标飞行器”。

这个小名，一直被叫到2006年。这一年，进
入初样研制后，科研人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
字：天宫一号。与此前的“神舟”“嫦娥”一样，无
疑都是自带“中国风”的名字。

2009年，天宫一号模型公开亮相——长10.4
米、最大直径3.35米，采用资源舱、实验舱两舱构
型。

2011年6月29日，它被运至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弱水河畔，“天宫”静待飞天。

戈壁清风，照明灯开启，乳白色的长征火箭
托举着天宫一号，紧紧依偎着高大的发射塔架。

2011年 9月 29日 21时 16分，火箭起飞的巨
大轰鸣，排山倒海般压向四周。火箭缓缓上升，越
飞越高，越飞越快，慢慢消失在人们视线中。21时
38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宣布，天宫一号目标飞
行器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浩瀚太空，首次迎来“中国宫”。

名字自带“中国风”11亮相

2011年9月29日 2016年3月16日

天宫一号正式终止数据服务，全
面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轨道衰减期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018年４月２日

天宫一号结束了长达７年的太空之旅，8时
15分左右，天宫一号坠落于南太平洋中部区域

太空首迎“中国宫”22飞天

2011年，一场曼妙的太空之舞在距地球343
公里的轨道上演。

两位舞者，都来自中国：天宫一号和神舟八
号。

11 月 3 日凌晨，5 公里、400 米、140 米、30
米、20米、10米、5米……1时 36分，12把对接锁
准确启动，上千个齿轮和轴承同步工作，天宫与
神舟毫不犹豫地牵手相拥，开始12天的双人太空
之舞。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自动空间交
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像一尾灵活的小鱼，航天员景海鹏以手撑地，
“游”出了对接通道，出现在天宫一号中。一分钟
后，航天员刘旺“游”进天宫一号。女航天员刘洋
则用手助力，一点一点“飘”进轨道舱。

2012年6月18日下午，天宫一号迎来首批家
乡访客。三位航天员的入驻，也让天宫一号有了

“家”的温馨。
6月23日，在“天宫”中迎来端午节的航天员

向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送上节日祝福。这是中国
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度过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首次太空之舞33对接

天宫迎来家乡访客44 到访

2012年6月24日，暂别天宫一号的神舟九号，
由刘旺控制着来到140米停泊点。

12时 42分，神舟九号已从自动控制状态转
为手动控制。要将飞船与天宫之间的角度精准
控制，这对于重量超过8吨、长达9米的飞行器而
言，难度相当于“百米穿针”。

刘旺一边控制手柄，一边观察仪表。调整、前
进、调整——12时 48分，神舟九号的对接环捕捉
到天宫一号。

12时 55分，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
浩瀚太空中打出完美“十环”。

这意味着我国完整掌握了载人航天三大基
础性技术中的最后一项——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2016年 3月，超期服役两年半的天宫一号，
正式终止数据服务，踏上了漫漫回家路。

在太空孤独地飞行了两年多后，天宫一号回
归地球，落于南太平洋中部区域，绝大部分器件
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

华美谢幕，意味着更精彩的演出即将上
演——如今，天宫二号也早已升空；不久的将来，
中国空间站即将建成。（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打出完美“十环”55精度

永远的天宫一号66 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