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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风波愈演愈烈。
日前美联社曝光了部分希拉里的邮件，矛头直
指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给克林顿基金会
的金主们提供便利通道，涉嫌利益输送、以权谋
私等，被美国媒体称为“邮件门3.0”。

事实上，希拉里自竞选之日起就被“邮件门”
所缠身。 2015年3月，希拉里被曝使用私人邮箱处
理公务涉嫌泄密，称为“邮件门1.0”。今年7月，“邮
件门2.0”引发舆论哗然，披露了被认为是现实版
纸牌屋的美国选举政治，包括操纵媒体和竞选资
金内定党内候选人、抹黑竞争对手等。

如果说“邮件门1.0”只是希拉里触犯了职
业禁忌，“邮件门2.0”证实希拉里团队毫无政治
操守，那么“邮件门3.0”或有违法之嫌。 然而，自
“邮件门”被曝光，便一直是政党丑闻而非法律
问题。 希拉里尽管遭遇诚信危机丑闻连连仍被
免于起诉，在处理“邮件门”事件上无不显示其
“高冷”的傲慢作风。

正是这样，让我们彻底看清了“邮件门”闹
剧暴露出的美国大选的虚伪，和长期以来被树
为西方民主政治“典范”的“美式民主”的困窘。

美国将在11月8日迎来2016年总统选举日。
目前尚不得知这批邮件内容是否能在大选日
前被全部公布。 如果“邮件门”挥之不去，还不
断升级，或许随时能够击碎希拉里的“总统梦”。

但是，在美国大选陷入“比谁更差”的现状下，
“骗子”希拉里和“疯子”特朗普都已无法“退货”。
如果希拉里最终能够力挽狂澜， 平稳度过 “邮件
门”，甚至入主白宫，那么无疑是带病上岗，是对美
式民主的讽刺。

“邮件门”会否击碎
希拉里“总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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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日本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第三次中
日高级别政治对话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
内正太郎。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日关系虽有改善势头，
但仍然十分脆弱。 明后两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希
望双方抓住机遇， 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各种新老
问题，稳步推进交流合作，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和
改善势头。战略上执行积极友善的政策，希望日
方真正确立对华正确认知， 落实把中国发展当
作机遇的表态；行动上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尤其
是涉海问题，维护周边海域和平稳定。

谷内正太郎首先宣读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致李克强总理的信。安倍在信中表示，日方愿本
着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思路， 与中方共同
构建惠及双方的稳定日中关系。 日方预祝二十
国集团杭州峰会成功举办， 并愿就此同中方加
强合作。

国家信访局
微信公众号将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记者25日获悉，
国家信访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将于9月1日开
通运行。 这是继7月“手机信访” APP上线后，
国家信访局拓宽信访渠道、 方便信访群众的又
一重要举措。

据悉，国家信访局微信公众号设置有“信访
资讯”“信访指南”和“网上信访”等功能。群众可
通过在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扫描二维码， 或在
微信中查找“国家信访局”关注该微信号，并在“网
上信访”通道中提交投诉请求、提出意见建议，或
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评价。

国际五人制足球赛
今日长沙开踢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蔡矜宜）“光瑞五
方”2016中国足协室内五人制足球国际邀请赛26
日将在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打响， 接下来3天，
中国队将与埃及、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队一一过招。

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队助理教练
郑涛介绍了球队的情况，“我们队是一支新组
建、年轻的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经过
上一阶段的比赛后， 目前只保留两名老队员，
本次邀请赛对全新的中国国家队来说，是非常
好的一个提高锻炼的机会。 ”据悉，26日至28日
下午，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将对中国
队的比赛进行直播。 此次中国队将要面对的3
个对手中，实力最强的当属埃及队，此次赛事
结束后，埃及队就将前往哥伦比亚，征战室内
五人制足球赛世界杯的比赛。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蔡矜宜

� � � � 日前又一批舰载机飞行员驾驶
国产歼-15舰载战斗机在辽宁舰上
成功进行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 国防部25日举行例行
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吴谦就相关问题回答记
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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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吴谦说， 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进展
顺利， 正在按计划推进。

首艘国产航母建造进展顺利1

� � � � � 据新华社意大利阿马特里切8月25
日电 据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25日最新统
计， 意中部地区24日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
247人。 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
情况报告。

当地时间24日3时36分（北京时间24
日9时36分）许，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大区列
蒂省发生6.0级地震。 大约一小时后，邻近

地区又发生5.4级地震。 此外，罗马、那不勒
斯等地也记录有地震发生。

在震中阿马特里切，当地“罗马旅馆”
在地震中倒塌。 24日在该旅馆登记的投宿
客人有70人，但是目前只找到2名遇难者尸
体。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报
告称，震区“地质活动仍保持活跃”。

� � � �据新华社仰光8月25日电 缅甸政府
25日说，截至当天下午，缅甸中部前一天
发生的6.8级地震已造成3人死亡、2人受
伤，数百座佛塔受损。

缅甸政府证实， 地震造成马圭省3人
死亡、1人受伤，在曼德勒省旅游胜地蒲甘
-良乌地区，1名西班牙游客受轻伤。

根据缅甸政府公布的数字，曼德勒省
有241座佛塔受损， 其中蒲甘-良乌地区
就有215座。 受损佛塔中不乏梯娄敏娄佛
塔、阿南达佛塔、大达曼衍佛、五面佛等知
名古迹。此外还有数所学校、寺庙受损。首
都内比都的联邦议会民族院建筑也轻微
受损。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意大利和缅
甸24日接连发生6级以上地震， 间隔仅为
数小时， 均造成人员伤亡。 震中所在位置
相隔甚远、 发生时间又如此接近的两次地
震究竟是否有关联？

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 当地时间
24日凌晨3时36分， 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鲁贾
附近发生6.2级地震。 缅甸气象与水文局则
报告， 缅甸于当地时间24日下午5时4分发
生6.8级地震， 震中位于缅甸第二大城市曼

德勒市地震监测站西南197.9公里处。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球物理学家约翰·

贝利尼认为， 在地理上相隔如此远的地方
在同一天接连发生6级以上地震实属罕见。
但他否认这两次地震存在关联， 认为只是
“偶然” 发生在同一天。 每年， 地球会发
生百余次6级以上地震， 平均每周约发生
两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物理专家米歇
尔·斯特克勒说， 6级左右的地震造成的断

层长度在50公里至100公里， 一个区域的
地震要引发另一个区域的地震， 则两地相
距需在此范围内， 最多不超过400公里，
而且强度要足够大。 而缅甸和意大利发生
地震的区域相距约8000公里， 地震强度也
不够大。

研究者认为， 两地唯一的共性就是同
属于地质构造活跃地带， 地震多发。 意大
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由于欧亚大陆板块和
非洲板块碰撞而造成地震频发。 而位于欧

亚地震带上的缅甸发生地震的频率比意大
利更高。

尽管此次缅甸地震比意大利震级更
强， 意大利地震却造成了更大的人员伤
亡。

究其原因， 是因为意大利地震属于极
浅层地震。 美国地质勘探局数据显示， 此
次地震震源深度只有约10公里， 因此震动
破坏威力巨大。 而缅甸地震的震源深度距
地表84公里， 破坏力较小。

意、缅两地地震有关联吗 为何意大利震级小却伤亡大

缅甸

� � � � 8月24日，在意大利的阿马特里切，救援人员在一座钟楼附近搜救。

� � � � 8月25日，在缅甸蒲甘，3名记者站在受损佛塔外。

造成3死2伤，数百座佛塔受损

已致247人遇难意大利

� � � �吴谦说， 美在韩部署“萨德” 反导
系统， 不仅是一个战役战术问题， 更是
一个战略问题。 这种做法打破了地区的
战略平衡， 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破
坏了中美、 中韩之间的战略互信。

2 部署“萨德”损害中国战略利益

� � � �吴谦表示， 中国海空力量近日赴
日本海及西太平洋有关海域进行训

练， 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符合国

际法和国际惯例。 今后中国军队仍将
按计划组织这类例行行动。

中国海空力量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3

� � � � 针对日本自卫队可能在南海的行
动， 吴谦说， 日本企图派遣自卫队参
加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 行动，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日本不是南海问
题当事方， 无权插手南海争议。

有媒体称中国在钓鱼岛周边的海空

域扩大活动范围， 持续试图单方面改变
现状。 对此， 吴谦说， 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的航行和训
练行动合理合法， 他国无权指手画脚。

吴谦说， 说到单方面改变现状，
日本方面自2012年开始强行推动“购

岛”， 不断加强西南方向军事部署， 通
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 这一
系列举动值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
度警惕。 他表示， 中国军队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
海洋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日本无权插手南海争议4

� � � �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消费品质量一
头关乎产业，一头牵着民生。国务院常务会
议24日提出，以先进标准引领消费品质量提
升，增加“中国制造”有效供给满足消费升级
需求。

专家表示，以先进标准引领消费品质量提
升，以消费品质量提升倒逼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是改善民生的内在需要，是扩大内需的技
术基础，是促进出口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建
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和质量工作
加快推进，现有消费品国家标准和已备案的
行业标准近6000项，消费品标准体系逐步建
立。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家具、玩具、鞋类产
品等行业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80%以上。

与此同时，消费品供给结构不尽合理，品
牌市场竞争力不够强， 消费环境有待改善，国
内消费信心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仍比较突
出，对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会议提出， 要紧密围绕消费需求旺盛、

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 家用电
器、消费类电子等一般消费品领域，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和企业主体作用，建立政府主导
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
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赵剑波认为，以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消
费品为重点构建标准体系，消费者权益得到
彰显。一些消费者跑到国外去购买国内能大
量生产的消费品，反映了国内制造业供给和

消费者需求的错配，提高消费品国内国际标
准一致性程度势在必行。

会议确定，把消费品标准与质量提升和
装备制造升级紧密结合，以消费市场向中高
端发展引导带动装备制造企业主动提高设
备产品的性能、功能和工艺水平，促进“中国
制造”全产业链升级。

专家表示，应激发企业质量提升内生动
力，倡导工匠精神，推广精益制造，加快培育
标准创新型企业。

消费品质量提升有了重要抓手

�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5日电 俄罗斯总统
普京25日说， 由于俄残奥代表团被禁止参加
2016年里约残奥会， 俄罗斯将为俄残奥运动
员专门组织比赛。 比赛冠军和奖牌获得者将得
到和残奥会一样的奖励

普京：

为残奥运动员
专门举办比赛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增加“中国制造”有效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