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１５

日电

（记者

邹

伟 白阳

）记者

１５

日从中国海警指挥中

心获悉，

６

月

２５

日和

７

月

３

日， 中国海警

分别在海南三亚我领海内查获正在非

法作业的越南渔船“

ＱＢ９３２５６ＴＳ

”号

（船上

７

人）和“

ＱＮｇ－９４９１２－ＴＳ

”号（船

上

６

人）。

根据我国渔业相关法律规定，中

国海警近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没收

其中一艘渔船及两艘渔船上的渔具、

渔获物。 越渔船船长承认违法事实并

接受处罚决定。 越南驻广州领事对越

渔民进行了探视。

７

月

１５

日 ， 中 国 海 警 将 越

“

ＱＢ９３２５６ＴＳ

”号渔船及

１３

名越南渔民

在海上予以遣送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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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１５

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

１５

日就美方涉南海言论答记

者问时表示，希望域外国家严守中立，

明辨是非， 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努力。

有记者问，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

卿帮办富克斯

１１

日称， 美方提议南海

主权声索方冻结在有争议岛礁填海造

地、施工建设、设立据点等改变现状的

行为，为“南海行为准则”协商创造有

利条件。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

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上世纪

７０

年代起， 一些国家相继非法侵占中

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 中方持续要

求有关国家从被侵占的中国岛礁上撤

走一切人员和设施。“令人遗憾的是，

个别国家近年来通过修建工程、 增加

武备等强化非法存在， 不断采取侵权

行动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他说。

洪磊表示， 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出发， 中方在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

洋权益的基础上， 始终致力于同直接

有关的主权国家， 在尊重历史事实和

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解决有

关争议。

２００２

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

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

诺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

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

洪磊说，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

在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并在《宣言》

的框架下，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进程。“希望域外国家严守中立，

明辨是非， 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努力。 ”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涉南海言论答记者问

安倍

14

日在日本国会一个委员会

上说，自他

2012

年年底上台以来，还未

能举行日中领导人会晤，“这是一个很

大的遗憾”。 安倍认为，虽然出现紧张，

但日中关系“不能破裂”，这会给两国带

来问题。“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需要

维持双边关系，控制事态发展。 ”他说。

近来，日本政府多次作出希望举行

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姿态。 安倍上周在访

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曾作出类似表

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本月

9

日

也表示，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

间举行首脑会晤是很自然的事。

共同社

13

日报道，日本自民党副总

裁高村正彦透露， 他在今年

5

月访华时

向中方表示，他“认为首相安倍晋三不

会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有媒体解读，日

方通过与安倍关系密切的高村作出上

述表示，意在促进实现两国首脑会谈。

但在

13

日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

访时，安倍却拒绝说明他是否会在

8

月

15

日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

神社。对于高村的表态，安倍说：“这是

高村先生的想法，我不清楚。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11

日说，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 其症结

是清楚的。 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有二

战甲级战犯、 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

社， 严重伤害中国等广大受害国人民

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钓

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对此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

他说，日方有关表态是企图把伤害

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国主权的苦果强

加于中方，中方决不接受。在中日两国领

导人对话这一问题上，中方已多次表明

了立场。“当下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非

诚勿扰。日方如不端正态度，不采取实际

行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 ”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１５

日就中日领

导人接触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 当前

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是清楚

的， 日方应以实际行动为消除影响两

国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作出努力。

（

据新华社电

）

日本政府本月

1

日通过解禁集体自

卫权的决定，招致国内外激烈批评。 仅

仅过去半个月， 这一恣意之举便显现

“后遗症”，一场地方选举让首相安倍晋

三初尝苦头。

日本滋贺县知事选举

13

日举行。无

党派人士、前民主党众议员三日月大造

击败安倍所在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公

明党推举的前经济产业省官员小鑓隆

史，首次当选知事。

专家说，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

此番选举失利向安倍内阁发出警告：解禁

集体自卫权的不利影响恐将逐渐投射显

现，自民党今后或许面临更多选举败仗。

按路透社的说法， 三日月竞选期间

获得主要在野党民主党和放弃谋求再次

连任的现任知事嘉田由纪子大力支持，

为民主党夺下一场“罕见胜利”。 日本上

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自民党

将不得不担心面对更多（选举）失利。 ”

日本近期民调显示，过半日本人反

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反对更加主动的军

事姿态和动作。 过去几周，日本接连爆

发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示威活动，不

少人认为安倍内阁正在把日本引到军

国主义的老路上。（

据新华社电

）

安倍希望APEC期间会晤中国领导人

中方多次表明立场：日方如不端正态度，不采取实际行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14日表

示，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在北京举行期

间，他希望能够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针对日本政府有关首脑会晤的

言论，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回应称，日

方如不端正态度，不采取实际行动，

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

安倍表态想对话：不能破裂

外交部：日方须采取实际行动

地方选举失利，安倍自食“解禁”苦果

>>链接

我国海警

查获两艘非法作业越南渔船

7月14日，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国会前，抗议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

随着利比亚民兵武装围绕夺取的

黎波里国际机场的冲突持续， 利比亚

临时政府

7

月

１５

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

在考虑请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

利临时政府在这份声明中说：“政

府正在考虑呼吁国际部队进驻利比亚

的可能性，以帮助利比亚重建安全，强

化政府权威。 ”声明还说，这支国际部

队也将保护平民，防止无政府状态，使

得利比亚政府建立起军队和警察体

系。（

据新华社电

）

利比亚临时政府

考虑请求国际社会派兵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副市长比留

科夫

7

月

１５

日说，当天早上发生的莫斯

科地铁列车脱轨事故已造成

１５

人死

亡，另有上百人受伤。中国驻俄罗斯大

使馆领事处证实，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

在事故中伤亡的报告。

１５

日早高峰时段，莫斯科地铁“深

蓝” 线胜利公园站至斯拉维扬斯克站

之间一侧线路电压下降， 地铁信号系

统报警，一辆列车在紧急制动后

３

节车

厢脱轨。（

据新华社电

）

莫斯科地铁列车车厢脱轨

致15人死亡无中国公民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