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7日电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17日表示， 美国将进一步
向朝鲜施加压力， 而且目前不会恢复六方会谈。

纽兰在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尽管
美国政府寻求与朝鲜新一届领导人开展对话，
但朝方不仅毁约， 而且相继于今年4月和上周
发射卫星。 纽兰说： “根据我们与六方会谈国
家以及在纽约开展的磋商情况， 留给我们的选
择是继续向朝鲜政权进一步施加压力。”

纽兰说， 美国仍在与伙伴国研究如何采取
最佳措施。 她排除了现阶段就朝核问题恢复六
方会谈的可能。

■美国航天局17日证实， 燃料
耗尽的姊妹探测器已 “故意” 撞向
月球表面， 终结其科学探索任务

■埃及总检察长阿卜杜拉17日
向最高司法委员会递交辞呈

■哥伦比亚一辆巴士17日翻
车， 造成至少26人死亡， 14人受伤

■伊拉克17日发生10多起汽车
炸弹爆炸袭击事件， 共导致43人死
亡、 150多人受伤 （均据新华社电）

本版责编 李特南 责任校对 彭扬国际 ２０12年12月19日 星期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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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18日表示， 中方重视日本对华政策走
向，并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

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自
民党总裁安倍晋三1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日
中关系对日本是重要的双边关系。 对两国间
存在的问题进行管控很重要。 日方将耐心同
中方继续开展对话，改善两国关系，使之取得
良好发展。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中日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的利益， 对亚洲的和平

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正如我昨天讲到的，中方重视日本对华

政策的走向， 一向主张管控和处理好矛盾和
分歧。 ”她说，“希望日方深刻认识和妥善处理
两国间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按照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 ”

华春莹说， 日方能否正视和反省侵略历
史，走和平发展道路，向来是亚洲邻国和国际
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
了摆脱战后体制、否定和平发展的倾向，这引
起日本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切， 值得亚洲国家

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我们希望日本顺应时
代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本地区和平稳定
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她说。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8日电 日前刚刚赢
得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
三18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电话会谈，双
方就强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在18日上午的电话
会谈中， 奥巴马表示将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和
两国间合作。安倍表示，将同美国一道共同应
对地区及国际性课题。

共同社分析， 安倍想借此向国际社会表

明，日美将在朝鲜卫星发射、驻日美军普天间
基地迁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自民党获胜后，
安倍曾表示， 他出任首相后首次出访将赴美
国，时间可能在2013年1月下旬到2月之间。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8日电 刚刚赢得日
本众议院选举的最大在野党自民党18日决定
与另一在野党公明党组成执政联盟。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自民党党首安倍晋
三18日下午与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举行会
谈，双方就组建执政联盟达成一致。双方还同
意在本周进行干事长、 政策调查会长间政策
磋商，并在本月26日前缔结两党合作协议。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我诉美关税法修订
法案世贸争端案（DS449）专家组17日正式设立。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18日就此发表谈话。

沈丹阳表示，2012年9月17日， 中方就美在
关税法修订法案中的错误做法向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构提出磋商请求， 正式启动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程序。本次争端共涉及24类产品，累计
涉案金额72.27亿美元。 11月5日，中美双方在日
内瓦举行了磋商。中方指出，美在缺少国内法律
依据的情况下，对华发起了30余起反补贴调查，
随后又通过GPX法案溯及既往地追认这些调
查的合法性。 这种做法使中国企业置于不确定
的法律环境中，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
方希望美方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做法， 重新回到
符合世贸规则的轨道。 但令人遗憾的是， 磋商
并未解决中方关注。

沈丹阳指出，中方一贯尊重世贸规则，坚决
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将坚定地行使
世贸组织成员权利，维护国内产业的正当权益。
鉴于中方关注在磋商中并未得到解决， 根据世
贸争端解决规则， 中方向世贸组织提起设立专
家组请求， 希望争端能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下早日妥善解决。

中方重视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安倍与奥巴马通电话强化日美同盟

新华社纽约12月17日电 （记者 刘
莉）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17日在市政
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敦促美国总统和国
会采取行动， 推动枪支管控立法， 以减
少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

布隆伯格说， 枪支暴力是美国的国
家悲剧， 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里， 唯有美
国如此。 因此， 从总统到国会， 美国需
要立即采取行动。 他强调华盛顿必须对
国家的枪支暴力最终负责。 如果华盛顿
仍不采取行动， 而只是停留在举行纪念
活动， 这将是美国在保护无辜者和儿童
上的一大污点。

他敦促奥巴马总统为管控枪支迅速
拿出立法方案， 让控枪立法成为明年1
月国会讨论的优先议题。

当天， 34名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也出
席了发布会 ，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在
于， 平均每天有34名美国人死于枪支暴
力。

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14日
发生枪击案， 造成20名儿童与6名成人
死亡。 这一案件震动全美， 也引发一些
控枪呼声。 据统计， 美国平民持枪总数
达2.83亿支， 每年新枪销量达450万支。

纽约市长推动控枪

诉美关税法修订法案

中方设立专家组

美称将向朝鲜施加压力

标题新闻

12月17日，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家体育用品商店， 工作人员向顾客介绍枪支。 新华社发

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17日电 据以色列媒
体报道 ， 以色列内政部区域规划与建设委员
会17日通过一项方案 ， 将在耶路撒冷东北的
拉马什络莫兴建1500套住宅。

以色列曾在2010年3月通过了拉马什络莫
住宅兴建方案， 但该方案因美国副总统拜登访
以被搁置至今， 美以关系也曾因此方案的通过
蒙上阴影。

该委员会表示， 随后将公布这一扩建方案
的具体位置和承建方， 并计划于本周批准位于
耶路撒冷东南部的吉瓦特哈马托斯住宅兴建计
划， 该方案包含2600套住宅。

今年12月初， 以色列内阁批准在约旦河西
岸和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新建3000套住
房， 这一举动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对巴勒斯坦取
得联合国观察员国资格的报复， 美国以及部分
欧盟国家对以色列这一举动提出批评。

以色列又拟扩建定居点
该方案包含2600套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