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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郝亚
琳、陈二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晚
在里加下榻饭店会见罗马尼亚总理乔
洛什。

李克强表示，中罗传统友谊深
厚，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中方重
视两国务实合作，愿同罗方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推进核能、火电等重点领
域项目合作，加强农产品深加工合
作，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增长。加强旅
游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共同推动中
罗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乔洛什表示，罗方致力于发展对华
友好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罗投资，参
与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业、旅
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核能、火电等大项

目合作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吕传

忠、白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晚在里
加下榻饭店会见捷克总理索博特卡。

李克强表示，中捷关系总体发展顺
利，务实合作成果不断显现。双方要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彼此，确保中
捷关系稳步前行，为务实合作的深化提
供良好环境。希望捷方为中国金融机构
在捷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便利。

索博特卡表示，捷方高度重视对华
关系，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
切，致力于将两国互利共赢合作打造成
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的典范。希望双
方扩大相互投资，捷方愿为中国企业在
捷投资提供支持和便利。

据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吕传忠、
郭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5日下午在
里加国家图书馆出席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会晤。中东欧16国领导人出席，欧盟、
奥地利、瑞士、希腊、白俄罗斯、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作为观察员与会。

李克强表示，今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
容的世界经济”达成广泛共识，为摆脱世界经
济困局和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思路。“16+1
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创新举
措。去年苏州会晤以来，我们按照《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的大方向，全面落实
1+6合作框架，开放包容，扎实推进，取得了
丰硕成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
确定的50多项举措已基本落实。

李克强指出，“16+1合作”是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是中欧合作的组成部分
和有益补充，有利于推进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和
五大平台建设，有利于欧洲平衡发展，有利于
欧洲一体化。

李克强强调，“16+1合作”应坚持经济全
球化大方向。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相互扩大市场开放，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既为自身发展
提供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李克强表示，本次会晤以“互联、创新、
相融、共济”为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
实意义，并就“16+1合作”未来发展提出建
议：

一是深化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合作。中方
鼓励国内信誉好、实力强的企业以工程承包、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中东欧
国家高速公路网、港口网、电网、互联网等建
设。愿推动匈塞铁路和中欧陆海快线建设，支
持亚欧之间运输通道建设，在中东欧国家设立
更多物流中心，进一步提升中东欧国家在亚欧
大陆桥中的枢纽作用。

二是发挥好金融合作的支撑作用。刚才，
我在经贸论坛上宣布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
立。中方已同波兰、捷克签署出资备忘录，欢
迎中东欧各国积极参与。中方支持扩大本币结
算合作，支持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通过股权、
债券等多种方式为“16+1合作”项目提供金融
支持。

三是开拓绿色经济合作新空间。愿积极探

讨农产品加工基地等示范项目，鼓励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地方省市之间开展绿色农业合作。加
强生态环保领域合作，扩大风电、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的联合开发。

四是进一步密切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充分
发挥好教育、文化、旅游、卫生、地方、青年
等合作机制的作用。今年是16+1人文交流主题
年，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中方支持尽早设立16+1文化协调中心，邀
请中东欧国家青年来华培训。希望中东欧国家
出台更多面向中国游客的签证便利化措施和特
殊安排。中方支持2017年举办16+1媒体年。

会晤后，中国同中东欧16国共同发表《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和关于开展三
海港区基础设施、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各国
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中国与16国签署合作协议，
涵盖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
文、人力资源、民航合作等多个领域。

据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白洁、尚
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5日下午在里
加国家图书馆同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匈
牙利总理欧尔班共同会见记者，介绍第五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成果。

李克强出席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就“16+1合作”提4点建议

李克强分别会见罗马尼亚、捷克总理

一年一度的秋季招聘已经开始，各
高校应届毕业生正积极投入火热的求职
应聘中。近日，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
发《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
计划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部署。“95后”大学生
今年首次登上求职舞台，他们的择业观
念、求职技巧有哪些新特点？本报记者
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 简历更趋个性化

日前在南京举行的2017届高校毕业
生公益专场招聘会上，有的“95后”把
网游战绩、开淘宝店经历等写入简历，
并获得用人单位青睐，引起舆论关注。
“这样的例子我身边也有。”湖南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大四学生赵丹告诉本报
记者，“我上次去一家电商平台面试，看
到一个女生在简历中介绍自己是淘宝店
主，列举了开店时间、经营业务、销售
成绩等。还有一个同学，平时喜欢玩网
络游戏，她在应聘游戏公司时，简历融
入了自己对网游的深刻体验。”在学校招

生与就业指导处担任学生助理的赵丹表
示，现在同学们的求职简历更加个性
化，会根据用人单位的特点和需求量身
定做，突出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长。

人力资源专家、江苏百得人力资源
集团副总裁姜文锐认为，应届生在求职
时适当突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兴趣爱好或
是实践经历，可以让简历显得更“出
挑”。但应该注意的是，简历制作虽然可
以跳出千人一面的刻板模式，但不能求
新太甚，更不能盲目跟风。

■ 城市选择面更广

“原来觉得今年就业形势不太乐观，
有点担心找不到工作，但现在已经拿到几
个单位的录取通知，发觉工作也不是那么
难找。”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
本科生周可涵对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求
职的心路历程。家乡在湖南的周可涵，找
工作的目标城市既有北京、深圳、广州，又
有长沙、武汉、南京等。“以前更想去一线
城市，现在越来越多同学把选择范围放宽
了，二三线城市生活成本比较低，各方面

发展其实也不错。”周可涵说。
根据某移动互联网招聘平台发布的

《2016年应届生就业竞争力报告》，仅36%
的应届生希望到北上广深工作，相比3年
前的51%有明显下降，而杭州、南京、成
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对人才的吸
引力正在迅速攀升。
“很多同学确实都青睐‘新一线城

市’，就我而言，主要考虑城市未来的发
展前景。”赵丹表示，“虽然我是东北
人，但我愿意到南方工作。比如长沙，
在这里求学几年，感觉城市很有活力，
是不错的就业选择。”

■ 创业精神受欢迎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
兴起，创业也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选择之
一。今年7月，QQ浏览器发布的大数据
报告显示，超过15%的“95后”想要创
业，互联网、高新科技、农业养殖等成
为他们感兴趣的创业方向。不过，本报
记者采访数名应届生均表示，身边没有
同学不找工作直接创业，只是有一些人
会去应聘创业公司。

“创业需要好的机会、资源
和团队。一般来说，本科生毕
业后直接创业的很少，硕士生、
博士生相对多一些。”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
x-lab创始主任及学术主任张
帏对本报记者直言，“尽管如
此，如果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开
展得好，会对学生求职就业有
积极的帮助。”

张帏告诉记者，阿里、中兴
等大公司透露，企业很愿意招
聘受过创业训练、有过创业尝
试的毕业生，认为这样的人才
具有闯劲和创新意识，更懂得
团队协作。

彰显个性 富有闯劲

“95后”应届生登上求职舞台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昆仑水兵巡视“西天瑶池”

进入11月以来，喀喇昆仑气温骤降，班公湖即将迎来结冰

期。班公湖位于西藏阿里境内，海拔4242米，又名“班公措”，

在藏语中意味“美丽而又狭长的湖泊”，常年驻守在这里的新疆

军区某边防团班摩掌水上中队官兵亲切地称它为“西天瑶池”。

图为官兵在湖上巡逻执勤。

岳小平摄（人民视觉）

中国教育明德论坛召开
本报北京11月6日电（记者禹丽敏）以“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为主题的2016中国教育明德论坛6日
在京召开。会议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公布
后，首次大规模讨论核心素养的探索方向和实践路径，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数千名教育学家、文化人士、中小学
校长和教育官员参加。

论坛上，大会主席、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指
出，积极教育是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
要特别重视社会关系教育，强调社会接触重要性。

本报西安11月5日电 （记者龚仕
建）今天9时，2016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
赛在西安城墙南门开赛。

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赛创办于 1993
年，是世界唯一一个将赛道设置在完
整古城墙上的马拉松赛事。在千年古
城墙之上，让跑者不仅能体验比赛带

来的活力与激情，而且能感受到千年
古都深厚的文化积淀。出于对城墙遗
址的保护，此次马拉松赛只设置 3000
个参赛名额，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
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美国、英国、
德国、墨西哥等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
手参赛。

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赛开赛

杭州举办中国城市学年会
本报杭州11月6日电（记者任涛）由杭州国际城

市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城市学年会?2016”今天召
开。年会总结新型城镇化的浙江经验，探讨后G20时
代的杭州城市发展路径。

作为杭州市政府管理城市的智库，杭州国际城市
学研究中心自2011年起至今，连续6年举办城市学学
术年会，吸收各界对城市管理的真知灼见，为杭州市
政府破解城市流动人口、交通、教育、文化遗产保
护、生态环境、土地（住房）和医疗卫生七大领域难
题，提供了许多良策。

中国发现新植物

经过3年科考论证，科研人员日前确认在四川省北川县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发现一种新的植物：北川驴蹄草。 张 涛摄（新华社发）

图为11月4日，南开大学毕业生参加校园双选

会。 刘东岳摄（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陈
二厚、郝亚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5日下午在里加国家图书馆会见前来出
席中东欧国家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研讨会
的汉学家代表，与他们交流互动。

著名汉学家、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贝德高向李克强赠送了他编纂的
《精选汉拉拉汉词典》，表示希望这本词
典能够促进拉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李克强愉快地接过词典，称赞这份礼物
“沉甸甸的”。李克强说，语言是沟通的
桥梁，汉学家就是中国和中东欧文明交

流互鉴的“架桥人”。希望能够看到更
多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语言文字沟通
交流的工具书出现。

李克强指出，“16+1合作”机制诞
生以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政治、经
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快速推进，各方
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加深相互
了解的愿望更加迫切，这对中国和中东
欧国家专家学者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祝愿汉学家们多著新
作、多出佳品，为深化彼此交流合作作
出更大贡献。

李克强寄语中东欧国家汉学家

做文明交流互鉴“架桥人”

11月5日，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行的WBO（世界拳

击组织）蝇量级金腰带争夺战中，中国职业拳手邹市明战

胜泰国选手帕波姆，首次夺得WBO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

带。图为邹市明（中）在庆祝。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邹市明首夺世界拳王金腰带

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记者郭
群、李德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下
午在里加国家图书馆出席第五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分别同立
陶宛总理布特克维丘斯和斯洛伐克总理
菲佐交谈。

在同布特克维丘斯交谈时，李克
强表示，中立关系发展顺利。中方赞
赏立方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愿同立方
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造福
两国人民。

布特克维丘斯表示，立方对两国关
系发展深感满意，期待进一步扩大双边
贸易投资合作。“16+1合作”十分重要，立
方愿积极推动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在同菲佐交谈时，李克强表示，双
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相
向而行，推动中斯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菲佐表示，斯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
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则立场没有
任何改变，愿与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
系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李克强同立陶宛、斯洛伐克总理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