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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紧急召见日驻华大使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5日就日本内阁成

员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刘振民15日上午已紧急召见日
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
涉， 表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

有记者问：8月15日， 日本部分内阁成
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日本内阁成员参拜供奉有二
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是对历史正义和
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 严重伤害中国等亚
洲受害国人民感情。

他说， 靖国神社问题事关日本能否正
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历
史， 能否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
情。 日本当政者对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的
态度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管日本
领导人以何种形式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其实质都是企图否认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
那段侵略历史， 继而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
国际秩序， 必将遭到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国
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和同声谴责。

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发言人闵炫珠表
示， 日本内阁成员特地选择在韩国光复节
当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置对韩国的最低
道义于不顾，对此韩国国民绝不会忘记。闵
炫珠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针对韩国，也无
视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告， 如此深陷军国
主义阴魂的日本能否有未来，令人怀疑。

安倍首次不提“加害责任”
15日是日本第68个“终战纪念日”、即

二战无条件投降68周年纪念。
安倍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殁

者追悼仪式”致辞，说日本将“谦虚面对历
史，把应当吸取的教训铭记于心，为这个国
家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

安倍强调， 日本战后一直遵循和平道

路，“向各国和各地区伸出援手”，“我们将
竭尽所能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作出贡献”。

然而， 安倍没有提及日本作为侵略国
的加害责任，也没有提及坚持“不战誓言”。

自1994年村山富市以来， 历任日本首
相均在“8·15”追悼仪式上提到日本“给亚
洲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和痛苦”， 表示
“深刻反省”和“诚挚哀悼”。

右翼政客集体“拜鬼”
东京武道馆附近的靖国神社当天再次

上演集体“拜鬼”闹剧。
安倍没有参拜靖国神社， 而是以自由

民主党党首身份，自掏腰包，委托特别助理
萩生田光一当天上午向靖国神社供奉“玉
串料”，即祭祀费。

萩生田告诉媒体记者，就“今天无法参
拜”，安倍托他向神社方面表达歉意。

部长级内阁官员中， 国家公安委员长
兼“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古屋圭司、总务大
臣新藤义孝当天上午参拜靖国神社， 行政
改革担当大臣稻田朋美当天下午参拜。防
卫省政务官佐藤正久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古屋以“国务大臣”名义参拜，妄称参
拜“纯粹是国内议题”，反对其他国家批评
或干涉。新藤辩解称，他是以“私人身份”参
拜，不应影响日本的对外关系。

安倍内阁18名阁僚中，副首相兼财政大臣
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外交大臣岸
田文雄等15人先前表示不会在“8·15”参拜。

包括跨党派团体“大家都来参拜靖国
神社国会议员会”成员在内，大约90名国会
议员当天午前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包括自
民党政策调查会长高市早苗和青年局局
长、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最
大在野党民主党参议院干事长羽田雄一
郎， 第二大在野党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石
原慎太郎和党首代理平沼赳夫。 日本媒体
援引该团体的消息报道，近年来“8·15”参
拜的议员人数大约在50人左右， 今年人数
超过往年。 （综合新华社电）

“8·15”安倍回避战争罪责 日本3名内阁大臣和190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中方：公然挑战正义和良知

图 为 8 月 15
日， 在日本东京，
一名祭司带领包
括日本自民党参
议 员 尾 辻 秀 久
（左三） 在内的多
名日本政客参拜
靖国神社。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开罗8月15日电 埃及官方
通讯社中东社15日援引埃及卫生部发言
人穆罕默德·法萨拉的话说，截至目前，清
场行动和各地冲突已造成525人死亡、
3717人受伤。

另据中东社报道，埃及司法机构当天
决定延长穆尔西的拘押期30天。

新华社记者15日在开罗城区看到，清
场行动后，穆尔西支持者曾经聚集的两处
主要静坐点已被政府完全控制，并逐渐恢
复正常秩序。但在首都其他部分地区仍存
在零星暴力示威活动。

据埃及官方媒体《金字塔报》网站15
日报道，当天中午上百名穆尔西支持者冲
击了吉萨省政府办公楼并在楼内放火，还

封锁了附近的主要路口，导致周边交通瘫
痪。警方已经逮捕了部分暴力示威者。

据悉，穆兄会计划15日下午在距离阿
达维耶清真寺不远的埃曼清真寺发起一
场抗议活动。

据新华社开罗8月14日电 中国驻埃
及大使馆14日下午向新华社记者确认，在
当天埃及警方对穆尔西支持者的清场行
动和随后各地爆发的暴力冲突中，暂无中
国人和华人伤亡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15日就埃及局势答记者问时表
示，中方呼吁埃及有关各方都以国家和人
民利益为重，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更
多人员伤亡， 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恢

复秩序和社会稳定。
洪磊表示， 中方高度关注埃及局势，

对事态发展深感忧虑。中方呼吁埃及有关
各方都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保持最大
限度克制，避免更多人员伤亡，通过对话
协商化解分歧，恢复秩序和社会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美国白宫
发言人欧内斯特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埃及
当局对示威者使用暴力导致大量人员伤
亡，再次呼吁埃及各方避免使用暴力并和
平解决争端。声明说：“暴力只会使埃及更
难走上持久稳定和民主的道路，而且与临
时政府寻求和解的承诺直接背道而驰。”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美方正以
更认真态度考虑是否削减对埃及援助。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14日电 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和谈代表14日晚在耶路撒冷开始第二轮和谈。

以巴双方对此次和谈一直保持低调态度。 直至和
谈开始当天， 关于和谈的具体地点、 时间等也没有向
媒体和公众透露。

此次和谈是以巴双方代表自7月底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首次接触后的第二轮谈判。11日， 以色列政府推出在
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兴建1200套定居点住房的计
划。13日，以色列释放了26名在押的巴勒斯坦囚犯。

据新华社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8月15日电 当地
时间15日12时 （北京时间14时）， “和平使命―
2013” 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切巴尔库尔
合同训练场举行实兵演习。

演习以“联合反恐” 为课题。 双方共投入兵力
1000多人， 坦克、 步战车、 自行火炮等近百台， 20
多架歼击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参演。

在一个多小时内，中俄两军共同决策、联合指挥，
共享信息、联合侦察，混合编组、联合行动，统一计划、
联合打击，优势互补、联合保障，完成了实兵演习的全
部内容， 展示了中俄两国共同打击恐怖势力的决心和
意志， 实现了中俄两军联合遂行反恐作战任务的深度
融合，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了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和平使命—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共分
为兵力投送与部署、 战役筹划和战役实施3个阶段。在
兵力投送与部署阶段， 主要演练了组织部队向预定地
域投送，建立反恐作战部署；在战役筹划阶段，主要演
练了协调战役企图、定下战役决心、拟制作战计划、组
织战役协同等；在战役实施阶段，主要组织实兵演习。
这次联演，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增进两国政治互信、
加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埃及清场已致525人死亡

中俄联合反恐军演
实兵演习举行

以巴低调开始第二轮和谈

(紧接1版)400公里的新增道路纵横交错，21个
水、电、气项目在这块曾经荒凉的土地上屹立，高
开区的版图从40平方公里拓展到110平方公里，
麓谷科技城、麓谷信息港、中电软件园、金荣工业
园、光伏新城、麓谷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等专业
园区应运而生。近3年，每年引进企业1000余家，
为前30年总和的1.6倍。 2012年，高开区完成工
业产值2600亿元，增幅居全省园区第一！

作为先导区核心区的岳麓区，原来没有自
己的工业平台。 创建之初的先导区，以猛虎下
山之势将岳麓大道一下西拓14公里。 岳麓科技
产业园正是在这条大道旁茁壮成长， 由9平方
公里扩大到46平方公里。

渴望融入长沙之城而得名的望城， 是长沙9
区县中最早创建工业园区的。改革创新的望城人
不断玩着工业园区的“魔方”，先后抱回从国家到
省级的三块牌子，可是倒腾了20年，园区才区区
10平方公里。先导区创立以来，潇湘西大道、黄桥
大道、坪塘大道、雷锋东大道等，一时间，5条新拓
的大道从四面八方对接望城。望城经开区短短几
年规划面积从32平方公里扩大到59平方公里，跃
入全省经济十强县第二！

宁乡的产业， 更是在先导区轰鸣的引擎带
动下发展壮大的。 55平方公里的金洲新区，是宁
乡人在对接先导区的擂台赛中催生的。 宁乡经
开区，从5.8平方公里拓展到60平方公里，成为长
沙市第三个国家级园区。 在这个工业平台上，诞
生了中国首台千吨级全路面起重机、 住宅工业
化流水生产线，还有中国“酱油第一股”、华夏“第
一炒”、中国制药装备业龙头老大……

5年来，先导区实施征地超过6万亩，其中
区、县园区用地3.1万亩，做到工业项目和园区
产业项目用地应保尽保，工业园区的规划面积
从86平方公里拓展到了331平方公里， 让产业
大戏有了长袖广舒的大舞台！

提升水平
让产业大树万古长青

2012年8月8日， 总投资5亿美元的霍尼韦
尔博云航空系统（湖南）有限公司在长沙麓谷
高新区奠基。

霍尼韦尔是世界500强企业， 在航空机轮
与刹车系统研发制造领域拥有全球领先技术。
霍尼韦尔与博云强强联手，一个贴有“长沙创

造”标签的全球顶级绿色制造基地就此诞生。
“霍尼韦尔博云”只是大河西先导区产业

之林的一树新绿。 5年来，先导区版图上新增了
4000余家这样的高科技绿色企业，高新产业在
长沙全市占比达60%。

这种景象缘于先导区各级决策者发展两
型产业、促经济持续增长的理念，更缘于先导
区管委会那只有力之手的推动。

为引导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重
大工业项目发展壮大， 先导区管委会2010年、
2011年对辖区内的五大园区80个重大工业项目给
予扶持，其中投资达到和超过1亿元的项目32个。

一手奖励新创科技项目，一手引导和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大河西先导区刚刚成立的2008
年8月，先导区就制定了两型产业发展规划，在
空间布局上只给“绿色”产业留位置，对每一个
产业项目的出笼，从土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等4个关口层层把关，5年共有12个有污染隐患
的产业项目被“毙命”。

同时，大刀阔斧淘汰落后产能，关闭56家
污染严重的矿山，关闭坪塘工业基地。 有着30
家污染企业的坪塘老工业基地“寿终正寝”，虽

然倒下一棵“摇钱树”，但每年减少污染物排放
量占长沙城区的45%。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三产。 5年来，先
导区发展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企
业2500多家，年产值超过800亿元。 更为重要
的是，先导区引进和建设三产引领性项目超过
80个，总投资1200亿元，待3年内建成投产后，
将年增第三产业产值1000亿元。

科技与绿色，让先导区产业大树万古长青！

填补空白
让产业特色风景迷人

室外骄阳似火，热浪滚滚；
室内雪花飞舞，冰川莽莽。
这个内外两重天的景象不是银屏里的虚

构，而是正在规划中的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曾
经让蓝天蒙尘、湘江失色的坪塘老工业区正在
蝶变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度假中心。

规划面积为66平方公里的度假区，有世界最
大的室内滑雪场， 有高端冰雪体验度假酒店群，
以及超大型娱乐Mall、室内水世界、商业Mall，有
国际五星级酒店、湘军文化园、魅力水都……

待3年后， 首期开发13平方公里、 投资逾
300亿的核心区建成， 长沙将拥有令世界侧目
的“乐园”！

碧波荡漾的梅溪湖畔，40万平方米的国际
研发中心巍然屹立，中瑞海建筑设计、中化化
肥等7家研发机构捷足先登，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科技平台纷纷入驻……一个区域的大
脑、创新的心脏在这里形成！

还有，梅溪湖国际艺术中心———长沙的悉尼
歌剧院，骑龙商业大街———中南最大的文化产业
园和长沙首座山地购物公园、步步高新天地———
国际国内顶级品牌聚集在32平方公里的梅溪湖
国际新城，展示着长沙高端服务业的诱人风光。

“河西没有红绿灯，市府建在姚塘村，宾馆
酒家无星级，过了湘江喊进城。 ”

一首歌谣，还让长沙人记忆犹新，描述了
长沙河西的荒凉与落后。

然而，大河西先导区创建短短5年，歌谣被
历史尘封，就在岳麓区的金星路与桐梓坡路的
交叉口，就耸立了四座五星级宾馆。 先导区不
是重复河东的传统产业， 而是从世界的视野
中，弥补长沙产业的空白。

图为8月15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一名男子经
过一片狼藉的阿达维耶清真寺广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首尔8月15日电 韩国总统朴槿惠15日
在首尔出席光复节纪念活动时表示， 建议于今年中秋
前后安排南北离散家属见面。

韩朝两国14日举行第七轮工作会谈， 就有关重启
开城工业园区的5项内容达成协议。 朴槿惠在15日世
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纪念活动中说， 要以本次会
谈达成的协议为契机， 纠正过去南北关系中错误做
法， 期待开启双方相辅相生的新关系。

韩国总统提议
安排南北离散家属见面

8月14日， 菲律宾和美国谈判代表就扩大美在菲
军事存在框架协议举行首轮谈判。 图为8月15日， 在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一名妇女呼喊口号， 抗议政府允
许美国在菲领土扩大军事存在的决定。 新华社发

■暂无中国人和华人伤亡，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美国谴责埃及当局使用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