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海洋局 ：当
前我国的安全威胁主要
来自海上

■4月份自然灾害
致全国268人死亡

■世界贸易组织确
定巴西候选人罗伯托·
阿泽维多为下任总干事
推荐人选 （均据新华社电）

68年前，不同大陆上，德意日法
西斯行至末路 ， 胜利归于正义 。此
后，每逢5月8日欧洲胜利日，对历史
的纪念、祭奠乃至反思，成为这片大
陆贯穿始终的主题。

德国对历史的认识足够深刻 ，
深刻到可以放下包袱， 坦然加入世
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行列 。
为何欧洲对二战的纪念周而复始 ，
未有尽时？ 这既是为了不可忘却的
战争创伤， 更是为了来之不易的世
界和平与安全秩序。

二战中，60多个国家的近20亿人
被拖入战火，生灵涂炭，赤地千里。几
经坎坷，和平方才重现曙光。战争接近
尾声时，《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相
继出台， 联合国亦在硝烟散尽之时宣
告成立， 并由此确立了一系列国际法
原则， 其目的再明确不过———用制度
约束和保障和平，让悲剧不再重演。

在制度的约束下，对侵略历史的深
刻反省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德

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表示，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 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
“永久责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将针对
反犹太主义的零容忍视为政府的“道德
责任”……不止欧洲，这也是国际社会
的一条“红线”———谁敢为侵略辩护，为
历史翻案，就是枉顾人类良知，蔑视国
际公理，最终只会成为众矢之的。

有对比方知高下。 在欧洲各国隆
重纪念“胜利日”之时，遥远的亚洲，却
是杂音不断：身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
右翼势力蠢蠢欲动， 以文字游戏的方
式推出“侵略无定论”，为政治造势否
认侵略历史，违背国际通行规则。

如此作为， 其核心是公然挑衅
战后国际秩序， 妄想来一个 “大翻
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来的一系
列言行为邻国乃至盟友不齿。

在邻国看来， 安倍不断在历史
观和领土问题上兴风作浪， 其内阁
要员和168名国会议员蜂拥参拜靖国
神社之举，无疑是在混淆是非，为侵
略历史涂脂抹粉。

而在其盟友的眼中， 安倍试图

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亦构成了对
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华尔街日报》
警告说：“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安
倍的‘可耻’言论会使他的国家在国
外失去朋友。”

日本右翼的危险举动令国际社
会深感忧虑，也让人们对当年《波茨
坦公告》的远见卓识感佩不已。在这
份敦促日本投降的公告中， 第六条
这样说道：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
民、 使其妄图征服世界者之政府及
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信，非
将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 则和平
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如今看来，这一条款的警示之意
依然深刻。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建立
和平和安全的新秩序已成为世界各
国的决心和共识， 任何逆潮流之举
注定失败。只有悬崖勒马，直面侵略
历史，日本才能走出过往，以一个正
常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

眼下， 在人们欢庆二战胜利的特
别时刻，警钟仍需长鸣。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胜利日，警钟仍需长鸣
新华社记者 李学梅 郑斌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国黄
金协会7日发布了一季度国内黄金供
需报告。报告显示，一季度国内黄金消
费量320.54吨，同比增长25.6%；生产
89.907吨，同比增长11.26%。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
全国黄金消费量320.54吨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 65.34吨， 同比增长
25.6%。 其中： 黄金首饰用金178.59
吨， 同比增长 16.3% ； 金条用金

120.39吨，同比增长48.8%。
据中国黄金协会分析，4月以来，

国际金价出现了大幅跳水， 导致黄金
消费量快速增长，预计今年二季度，我
国黄金消费量可能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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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研究部署抓好当前农业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平稳等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农业农
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夏粮、早稻面积
增加，长势好于常年，实现全年粮食丰
收有基础， 其他农产品生产也基本稳
定。但农业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东北
地区春涝较重，西北、西南等地区旱情
尚未根本缓解；畜牧业生产形势比较严
峻，生猪价格下跌，牛羊肉供应偏紧，特
别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使家禽业受
损严重，四川芦山“4·20”强烈地震也对
当地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有效应对

这些困难和挑战，未雨绸缪，防止农产
品供求和价格大的波动，对于实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
意义。

会议指出， 抓好粮食和生猪、家
禽等生产，保障市场供应，一要不误
农时做好春耕、春播、春管，指导组织
做好夏粮、早稻田间管理，抓好东北
地区抢播抢种，多种措施支持大机械
耕种，为秋粮稳产创造条件。支持主
产区和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生
产经营主体， 为发展现代农业打基
础。 合理提高玉米最低收购价格。稳
定大宗农产品和“菜篮子”产品生产
供应。二要继续落实生猪规模化生产

扶持政策，通过增加国家和商业储备
等多种方式加大猪肉收储力度，稳定
猪价，提振养殖信心。抓紧建立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机制。三要支持肉牛
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建
设。充分利用现有畜牧良种补贴等资
金，加大对生产大县的扶持，增加牛
羊肉供应。严格食品安全监管，严厉
打击肉类产品掺假售假等违法违规
行为。 四要在全力做好人感染H7N9
禽流感防治工作的同时，实施稳定发
展家禽业的措施， 保护种禽生产能
力。中央财政对家禽加工重点龙头企
业流动资金贷款给予短期贴息，发挥
农信社等地方金融机构作用，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五要尽快恢复芦山地震
灾区农业生产。将中央支持和灾区自
救相结合， 抓紧灾毁设施和农地修
复、农作物补种、畜禽补栏。

会议强调， 要整合优化使用存量
支农资金，有效应对当前农业发展中的
问题，同时要注重研究长效机制，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
标准化水平，政策和资金都要往这一方
向倾斜，增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会议要求，要切实落实“米袋子”
省长负责制、“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
各地区、各部门要因地制宜、创新思
路，着力防控通胀，促进农民增收，为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支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抓好农业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8日在人民大会堂同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李克强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影响
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核心问题，通过
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是唯一有效办法。中
方希望以巴双方相向而行，采取切实措
施消除障碍，为恢复以巴和谈并取得实
质性进展创造条件。这不仅符合以巴双
方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 中国作为以巴共同的朋友，一
向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与各方共同
努力，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李克强表示， 务实合作是中以关
系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前景最为广阔
的领域。 双方要努力提升各领域合作

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一是扩大双
向贸易投资， 提升贸易的层次和附加
值。二是深化科技合作。通过共建产业
园区、技术转移中心等方式，实现两国
技术和市场的优势对接。 欢迎以方在
技术前沿领域加大对华投资。 三是做
大做强农业合作。 中方愿继续学习借
鉴以方农产品选育、 畜牧业等方面的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开展节水旱作
领域合作。 四是开拓工程承包和劳务
合作。 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赴
以参与工程项目建设。

李克强和内塔尼亚胡决定， 两国
有关部门成立专门工作组， 就双方开
展经济社会相关领域合作进行统筹研
究，尽快制定合作计划并加以推进。

李克强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希望以巴相向而行
为恢复双方和谈创造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北京时
间5月7日，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并
发表2013年度 《中国军事与安全态
势发展报告》， 重弹“中国军事威胁”
和“中国军力不透明” 的老调， 指责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正当举动，
质疑中国国家战略和国防政策走向。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8日就美国
国防部发表2013年度 《中国军事与
安全态势发展报告》 发表谈话称， 中
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耿雁生说，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
国加强国防投入， 是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需要， 是作为主权
国家的正当权利， 不针对任何国家和
目标。 近年来， 美方大力发展先进武

器装备， 组建进攻性网络战部队， 国
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美方无权对中
国正当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说三道四。

耿雁生说， 领土主权关乎国家核
心利益， 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去年以来，
个别邻国仗势妄为， 在涉及中国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上制造事端， 这是引
发当前周边局势紧张的根源。 美方的
报告颠倒黑白， 误导国际舆论， 是极
不负责任的。

耿雁生指出， 近年来， 两岸关系
取得一系列重大积极进展， 呈现出和
平发展的新局面， 维护了台海地区和
平。 在这种形势下， 美方蓄意炒作大
陆对台“军事威胁”， 渲染两岸军力
失衡， 挑拨两岸关系， 为售台武器寻
找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美无权对我正当国防
和军队建设说三道四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来就不是琉球
或冲绳的一部分。

有记者问，《人民日报》 今天刊文
“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质疑
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中方是否认为琉
球和冲绳是日本领土？

华春莹表示， 琉球和冲绳的历史
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愿
在此重申，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
国的固有领土， 从来就不是琉球或冲
绳的一部分。”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 中国和印度同为重要的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大国， 中印关系保持健
康稳定发展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利
益， 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有记者问， 印度外长胡尔希德明
天将访华， 中国哪些领导人将会见他？

华春莹说， 应外交部长王毅邀

请， 印度外长胡尔希德将于9日至10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届时中国领
导人将会见胡尔希德外长， 王毅外长
将与胡尔希德外长举行会谈。

华春莹表示， 近年来， 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 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政治互信日益加深， 各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进行了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中方愿以
胡尔希德外长此次访华为契机， 推动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在就近日发生的中印边境对峙事
件答问时， 华春莹说， 及时妥善处理
涉边事件符合中印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经协商， 双方
就解决发生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事件达
成了共识。

华春莹表示， 目前， 有关问题已
得到妥善解决。 这是双方从两国关系
大局出发， 本着建设性的合作态度，
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方愿与印方一
道，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
宁， 促进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钓鱼岛从来就不是
琉球或冲绳的一部分

外交部：

中印关系健康发展有利世界和平稳定

一季度我国消费黄金320余吨

� 4月18日，消费者在安徽省阜阳市一家商场选购黄金饰品。连日来，受近期国际黄金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我国
各地金店纷纷宣布下调黄金价格，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入店“抢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近日，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业务
招待费达8.37亿元一事引起有关媒体
关注。 中国铁建有关负责人8日回应
表示，相较于营业收入而言，公司业
务招待费占比为0.17%， 低于相关规
定，但绝对数额确实偏高，公司将把
控制业务招待费增长作为重要的管
理指标，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12年度的业务招待费，就是
从分布于全国各地以及全球6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个核算单位逐
级汇总上来的，每个核算单位平均约
7.6万元。”他说。

中国铁建回应
8.37亿业务招待费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为推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有关问题，寻求
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作出了
不懈努力。今后中方还将继续这么做。

华春莹指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实现半岛无核化、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有关问题符合各方利益， 也是各方共
同责任。当前半岛形势仍然复杂敏感，
希望有关各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推动局势缓和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7日电 美国
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7日表
示，他们不会容忍来自朝鲜的威胁和挑
衅，并呼吁朝鲜为恢复同国际社会接触
以及获取援助采取有意义的步骤。

奥巴马和朴槿惠当天在白宫举行
了会谈。 奥巴马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
记者会上说， 朝鲜试图通过威胁让韩
国和美国产生裂痕或者赢得国际社会
尊重的努力已经失败。 他还重申了美
国对于日本和韩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和
核保护的承诺。

推动缓和半岛局势
中方作出不懈努力
美韩总统称不会容忍朝鲜挑衅

金价“跳水” 众人“抢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