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日电 上万名反政府
示威者1日涌上曼谷街头， 誓言占领泰国总理
府等重要政府部门。泰国政府当晚宣布，鉴于
目前的安全形势，要求民众1日晚10时至2日早
上5时之间不要外出。

泰国副总理、警方维持安全稳定中心负责
人巴差1日晚说， 这一决定是因为目前反政府
集会有所升级，政府希望确保民众安全。他还
表示，2日上午各政府部门将开始正常工作，反
政府集会领导人素贴无权要求全国罢工。

泰国警方维持安全稳定中心发言人披亚1
日下午表示，目前局势尚在可控范围内，警方
准备向聚集了大量示威者的财政部等政府部
门派出警力，以和平方式结束目前的“占领”局
面。

此轮反政府集会的安全形势从11月30日
晚开始恶化，支持政府的“红衫军”在曼谷郊区
一体育场集会时与附近蓝甘杏大学反政府学
生发生冲突，其间发生枪击事件。曼谷城市管
理局紧急医疗中心1日确认，冲突共造成包括1
名学生在内的4人死亡，57人受伤。

鉴于泰国当前局势，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
日再次提醒在泰或拟将来泰的中国公民，密切
关注当地局势，谨慎选择出行，务必避免靠近
游行示威等集会区域， 尽量避免晚间外出，切
实加强自我防范。不着红色或黄色服装，以免
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日电 泰国媒体1日报
道，执政党为泰党和总理英拉同意将解散国会
作为解决目前政治困局的最后选项。英拉当天
还取消了原赴南非访问的计划，留在政府设立
的“战情室”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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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由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习近平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论述摘编》 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共分8个
专题， 收入146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
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11月
2日期间的讲话、 演讲、 谈话、 书
信、 批示等5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出版

新华社天津12月1日电 12月1日上
午9时51分， 高铁G420次从天津西站缓
缓始发，开往秦皇岛，津秦高铁宣告正式
通车。至此，我国运营高铁已达34条，累计
长度占全国铁路运营里程的十分之一。

该趟列车从天津西站始发， 途经天
津站、滨海站、唐山站、滦河站等，将于11
时26分抵达秦皇岛站，历时1小时35分钟。

北京铁路局介绍，津秦高铁运营
里程287公里，途经天津市、河北省14
个区县，设计时速350公里，初期运营
时速300公里。全线设天津西、天津、

军粮城北、滨海、滨海北、唐山、滦河、
北戴河、秦皇岛9座车站，其中滨海、
滨海北和滦河3座为新建车站， 其余
均由既有车站改造而成。

津秦高铁投入运营后， 天津至
秦皇岛的最快旅行时间将由2小时
24分钟压缩至1小时11分钟，缩短一
半。此外，津秦高铁地处华北和东北
两大经济区的咽喉位置。 其正式通
车， 意味着东北高铁网正式联入全
国高铁网， 将大幅缩短旅客往来华
南、华东与东北间的旅行时间。

津秦高铁正式通车
东北高铁网正式联入全国高铁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1日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获悉， 山东
省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
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工作
全面展开。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副组
长、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孙华山
率队多次赴事故现场，指导开展事故
抢险救援，加快推进事故调查工作。

针对事故调查工作， 孙华山提
出，要按照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部署，高质高效地开展工作。要牢牢
把握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把“四不
放过”以及“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贯穿全过
程， 得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
论，交出一份合格的调查报告。

“11·22”中石化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后续
调查工作全面展开

� � � � 70年前的今天， 在重庆、 华盛
顿和伦敦，在二战的连绵烽火中，中美
英发表了此前三国领导人在埃及胡夫
金字塔下共同拟定的《开罗宣言》。

这份重要的国际法基础性文件，
协调了三国对日作战宗旨， 为战后东
亚及亚太领土重建进行了安排， 是奠
定今日东亚及亚太和平秩序的基石。

正是《开罗宣言》，第一次提出日
本无条件投降， 要求日本归还窃取于
中国之领土，特别注明包括台湾。钓鱼
岛恰为台湾属岛。

一年零八个月后，《中美英三国促
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其第
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
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
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
之内。”显然，其他小岛具体何指，身为
侵略者和战败国的日本没有发言权。

从九一八事变到东京湾受降，中
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终点。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密苏
里”号战舰上，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
表见证了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接受
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

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也是在《开罗
宣言》 和波茨坦公告框架下实现的。
1972年，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第
三条中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
八条的立场”，6年后，两国又在《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中“确认联合声明所表
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在相
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历史逻辑、 国际法理和两国条约
的链条环环相扣，而《开罗宣言》则是
上承历史逻辑、 下续国际法理和两国
条约，构造东亚和平的关键一环，开启
了战后东亚及亚太秩序。

由此， 东亚从战争浩劫中艰难走
向和解，得以保持总体和平的大局。其
间，日本在战败废墟上重建，亚洲四小
龙腾飞， 中国改革开放， 东盟欣欣向
荣， 地区的蓬勃活力举世瞩目。 这一
切，都离不开战后东亚秩序的屏障，而
《开罗宣言》 及其后一系列国际法文
件，一直是沉默而可靠的“守护者”。

试想，如果无视这些“守护者”，任
由昔年侵略者继续霸占窃取于他国的
领土，战胜国何以言胜？侵略者何以自
省？东亚及亚太秩序如何维续？如何阻
止军国主义举着新的招魂幡重返？如

何能让地区各国超越历史恩怨， 携手
面向未来？

中国珍爱和平、需要和平，维护领
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 坚持和平发
展的决心毫不动摇。 挑起此轮钓鱼岛
之争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不愿平
息事端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想要
改变现状进而改变东亚秩序的， 不是
中国，还是日本。

不妨首先回头看看岛争的导火线
由谁点燃。钓鱼岛危机爆发于去年9月
10日。这一天，日本政府不顾中国连月
来再三交涉和坚决反对， 决定将中国
领土钓鱼岛“国有化”。倘若日方遵守
《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岛争还有
可能发生吗？

再看岛争为何难以平息。一年来，
不论中方拿出多少证据， 也不管日方
当事人屡次出面证实， 安倍政府始终
否认老一代领导人达成过搁置争议的
默契。试问，连争议本身的存在都不肯
承认，对话如何开展，纷争又如何平息？

那么， 安倍政府又为何不愿遵守
国际法呢？ 这其实正是中日岛争愈演
愈烈的根由———安倍政府不仅严重误
判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 而且想
以岛争为借口改变现状。 这个现状就
是：二战结束迄今，日本因受和平宪法
束缚，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利。但安倍政
权无视这些事实， 一味利用岛争营造
“被威胁”氛围，推动修宪强军。

照说战争结束已近70年，当年的
侵略国家政府早已应该能知其非，悔
其非，改其非，承认历史上犯下的侵略
罪行，与把民众变成炮灰、把国家带向
深渊的军国主义思潮彻底决裂。可惜，
今年以来，从“侵略无定义”到“效仿纳
粹静悄悄修宪”，从慰安妇到扬言修改
村山谈话， 从战败日无反省到参拜靖
国神社问题， 安倍政府淋漓尽致地展
示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认知， 基本上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漠然无感”。

因此，中日钓鱼岛之争，与日本对
侵略历史的认知和修宪强军目标相
关，关系到《开罗宣言》所开启的战后东
亚秩序， 亟需引起珍爱和平的人们高
度重视。决不能忘记战争的凶险苦难！

《开罗宣言》是受侵略国家民众用
血泪书写出的正义， 它开启的战后东
亚及亚太秩序不仅是对战争灾难的警
示，对侵略罪恶的惩戒，也是构建地区
和平未来的通道。 今日拂去历史的烟
尘，重温《开罗宣言》，现实意义正在于
此。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维护《开罗宣言》开启的东亚及亚太秩序

◎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曾楚禹 ◎

据新华社 长 沙 12月 1日 电
“提一次篮子加一次价，杂交水稻
种子的价格就这样被中间商们抬
高了。”11月30日， 在湖南长沙市
芙蓉区举办的首届隆平国际论坛
上，“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用湖
南方言“提篮子”，痛批中间商们
抬高种子销售价格， 阻碍了杂交
水稻大面积推广。

袁隆平以隆平种业的杂交水稻

种子为例， 其平均出厂价每斤在20
元左右，但到了农民手里，却飙升至
四五十元一斤。

袁隆平说， 少数种植水平高的
农户， 一般一亩地需要种子一斤半
左右， 而大多数一般农户则要三斤
甚至更多的种子。 如果按照一斤50
元计算，每亩光种子成本就要150元
以上， 这是阻碍杂交水稻在我国大
面积推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成本提高，阻碍杂交稻大面积推广

� � � �据新华社长沙12月1日电 自12月1
日起，《湖南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正
式实施。 新办法对实践操作中国家赔偿
费用预算不足、支付期限过长、追偿流于
形式，以及国家赔偿被“私了”等问题，作
出了具体规制。

办法指出， 赔偿请求人申请支付国
家赔偿费用，应当提交生效的判决书、复
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以及
赔偿请求人的身份证明和银行账号。赔
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即为受理， 并书面
通知赔偿请求人。办法还规定：“请求人从
提出申请到获得国家赔偿费用最长不超

过22天；财政部门接到赔偿义务机关申请
后15日内将国家赔偿费用直接支付给赔
偿请求人。”

值得关注的是， 与此前的规定要求
不同，国家赔偿损失费用支付由原来“赔
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
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 支付后3个月
内再由赔偿义务机关按照程序向同级财
政机关申请核拨”的方式，转变为“财政部
门的工作职责由审核后及时核拨转变为
接到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后按时支付”。从
而有效避免了某些部门为了避免被追究
责任而与受害人“私了”的现象。

湖南国家赔偿出新规
财政直接支付避免部门“私了”

� � � �据新华社郑州12月1日专电 河
南永城市一名货车车主因不堪忍受
公路罚款服农药自杀事件引发广泛
社会关注。记者1日获悉，服毒女车主
温丽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并出院。

记者电话联系上温丽的哥哥刘
怀洲。据他介绍，他妹妹服毒之后被
送到当地人民医院抢救， 在医院住
了两周多时间。目前，已经脱离生命
危险并出院， 但还需要每天到医院
输液治疗。 政府承担了几万元的医
药费，他们被扣的货车也已经放行。

据刘怀洲介绍， 他们兄妹俩今
年4月共同出资贷款买了两辆货车，
每辆车30多万元， 贷款首付20多万
元，每月需还贷2万多元，被扣的是

其中一辆。11月14日，他们的车被永
城运政和路政执法人员拦下， 司机
在出示了给运政部门缴纳的3000
元年票和给路政部门缴纳的3000
元月票后，两部门仍坚持罚款。跟车
的温丽当天兜里只有300多块钱，求
情未果后，选择了服农药自杀。

目前，河南省交通厅、商丘市政
府都已派人到永城调查该事件。永
城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并责成
永城市交通局党委、 公路局党组写
出深刻检查， 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
理， 要求及时做好当事人的善后关
爱工作，加强对交通、公路系统及执
法部门执法情况的监督和整顿工
作，以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 � � � 12月1日，浙江宁波街头的一名交通志愿者在引导行人过马路。
当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交警大队组织百名交通志愿者走上街

头， 在主干道路口引导市民文明出行。12月2日是 “全国交通安全宣传
日”，今年的主题为“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新华社发

文明交通跟我走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由全国
台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
市台联共同主办的“纪念《开罗宣言》发
表70周年座谈会暨图片展”1日在北京
台湾会馆举行。两岸专家学者及在京台
胞60余人参加。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教授李理认
为，《开罗宣言》 是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最
好法律证明。根据《开罗宣言》，日本于
1895年甲午战争末期非法窃取的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理应无条件归还中国。

同期开幕的图片展共有60余幅
历史珍贵图片和3件历史文物原件
及视频资料，再现了《开罗宣言》发
表前后，台湾从被强占到奋起反抗，

最终回归祖国的全过程。
据新华社台北12月1日电 12月

1日是《开罗宣言》发布70周年纪念
日，台湾社会以研讨会、展览、刊发
评论等方式， 重温这一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重要国际文件。

《开罗宣言》70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台北举行。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
英九在研讨会上致辞说， 八年抗战是
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抗战
胜利又是一件光荣大事， 开罗会议对
抗战胜利影响甚巨。马英九说，这是中
国政府在国际间要求日本返还台湾、
澎湖的重要关键。 马英九称，《开罗宣
言》“意义重大”。

两岸纪念研讨
《开罗宣言》发布70周年

泰国反政府示威升级
■政府要求民众夜间勿外出
■英拉同意将解散国会作为
最后选择

� � � � �■美国要求朝鲜 “立即释放”
美国老兵纽曼

■印度火星探测器1日成功脱
离地球轨道， 预计将在明年9月抵
达火星

■美国纽约一辆通勤列车1日
早上在运行途中出轨， 造成至少4
人死亡， 48人受伤

■一长途客车在尼泊尔登代
尔图拉县坠崖，已造成至少12人死
亡、35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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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永城要求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服毒女车主已出院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袁隆平痛批中间商抬高种子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