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国台办：

坚持一中原则
是台海和平基石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台办
发言人安峰山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应询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 他指出，
外交部发言人已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和
态度。 如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基础
受到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
发展就无从谈起，台海和平稳定也必将
遭受严重冲击。

安峰山表示，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的立场是坚
定不移的。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四11 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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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月13日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致慰问电， 就12月10日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埃尔
多安总统、 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

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 中方强烈谴责这一袭

击事件，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 愿同土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
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月13日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
电， 就12月11日埃及一座教堂遭遇恐怖
爆炸袭击向塞西总统、 遇难者家属和受
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 中方强烈谴责这一袭
击事件，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 愿继续坚定支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
稳定、 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就土耳其、埃及发生爆炸事件

习近平分别向两国总统致慰问电

� � � �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 俄罗斯
总统普京将于12月15日、16日访问日本。
日俄领导人首日将在安倍家乡山口县长
门市会晤，次日将转至东京举行会谈。

这将是普京时隔11年再访日本。 安
倍指望借助普京此访， 在涉及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 领土问题上取得突
破，并将缔结日俄和平条约提上日程。 但
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等“黑天鹅”现
象冲击下，安倍事先如意算盘落空，日俄
首脑会谈不仅难为今年安倍外交画上圆
满句号，更有可能是其外交“泡沫”的又
一崩溃。

究其原因， 一则在于安倍外交严重
受制于美国，无法展开真正独立的外交；
二则安倍外交思路中“制华”意图太过突
出， 反被各路国际政治博弈高手玩弄于
股掌。

从信心满满到放风“降温”
普京出访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

强调，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是日本
认为两国存在领土问题。 这一明确表态
给安倍政府当头一盆冷水。

今年9月初，敲定普京访日行程之后，
安倍一度在对俄外交上信心满满。安倍原
本预计， 对俄强硬的希拉里入主白宫后，
普京的日子将更不好过，俄在国际政治和
经济上的空间将更加逼仄，日本对俄外交
将拥有更大主动权；俄罗斯为突破欧美包
围网而寻求日本资金支持，更有可能在领
土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

然而，在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
中，特朗普“意外”当选，并对普京不断释
放善意。 12月13日，特朗普宣布提名与
普京交往密切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
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美对俄姿
态的可能转折， 令安倍对俄外交盘算的
一大前提突然消失。

11月20日，普京与安倍在秘鲁利马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
晤时“话风”已有转变。他向安倍提议，俄
日在南千岛群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
日本政府和媒体解读认为， 普京的潜台
词是， 日俄在南千岛群岛进行经济合作
的前提是“主权归俄”。也因此，安倍对这
一提议没有当场接招。

与此同时， 俄罗斯还高调宣布加大
在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 包括在南千岛
群岛新设军事基地， 加强部署在国后岛
和择捉岛的导弹营战防能力。 此举显然
是想让一度“头脑发热”的安倍政府和日
本舆论“清醒清醒”。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外交问题专家李
勇慧认为， 俄日领土问题的谈判仍然会
遵循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 从目前俄日
互动情况看，有关领土问题，在此次会谈
中应该会维持现状。国后、择捉两岛主权
问题， 俄罗斯不可能同日方商谈， 而色
丹、齿舞群岛的谈判前景，也要看双边互
信和经济合作的情况。

难以摆脱地缘政治掣肘
安倍拉拢普京的另一动机， 与安倍

政府的安保战略和对华外交有关。据《朝
日新闻》报道，安倍告诉身边人，“日本在
安保领域的最大对手不是俄罗斯， 而是

中国”。但安倍这一外交思路受到日美关
系、俄美、俄中关系的很大制约。

首先， 欧美国家并不乐见安倍自行
其是与普京打得火热， 从而削弱西方阵
营对俄的包围网。 日本共同社报道，11
月，美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不要在东京安
排普京与安倍的首脑会谈， 以淡化普京
访日的“正式”色彩；俄方则坚决要求日
方把首脑会谈安排在东京。最终，日方采
取了折中方案，在东京安排首脑会谈，但
把普京访日降格为“工作访问”。 虽然日
方试图两边都不得罪， 但结果很可能是
两边都不讨好。

中国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
长孙壮志认为，从国际环境看，在美日联
盟的掣肘之下， 日本仍是美国的“小兄
弟”，虽然日本在对俄外交上表现出一定
灵活度，但仍要唯美国马首是瞻，不可能
自己走太远。

其次， 安倍想在俄中关系打入楔子
恐非易事。 普京访前接受日媒采访时专
门提到俄中关系， 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
主要伙伴， 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高度信任。

最后，相比日方的一厢情愿，俄方对
此次首脑会谈的思路更清晰， 动机更务
实，在地缘政治方面更注意平衡。

俄日借此次首脑会晤计划推动的经
济合作项目约30个， 包括医疗技术、能
源合作、俄远东产业振兴等，这些都非常
符合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规划和远东开发
意愿。

孙壮志认为， 俄罗斯对日外交的首
要动机还在于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日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自2017
年2月1日起施行。

《条例》进一步规范了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
为。《条例》规定，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
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管理，
其他项目一律实行备案管理。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条例》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该规定自
2016年11月30日起施行。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
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

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应当切实
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
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
把本地区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规定》明确了党委主要负责人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
治建设中应履行的主要职责。

中办国办印发《规定》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账户新规防骗初显效果

7天堵截涉嫌
诈骗案件367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自12月
1日银行账户新规实施以来， 多地金融
机构成功堵截数百起涉嫌诈骗案件。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介
绍， 从12月1日至7日的不完全统计看，
全国堵截涉嫌电信诈骗案件367起， 因
涉嫌诈骗撤销ATM转账175笔， 涉及
金额189万元。 但是， 迹象表明， 不法
分子开始“盯” 上农村和西部， 还千
方百计绕过新规翻新“骗术”。 专家指
出，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还需全社会擦
亮眼睛， 共筑防骗高墙。

“太空180”试验结束 4名志愿者“太空”归来

� � � � 12月14日，“绿航星际———4人180天受控生态生保系统集成
试验”结束，4名志愿者完成了约半年的“太空”密闭生活。 该试验由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深圳市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组织，3名
男性和1名女性志愿者在密闭的循环舱内进行180天的封闭工作和
生活，生存所需的全部氧气和70%的食物都在舱内自给自足，而水
资源则达到99%循环利用，但不模拟太空失重状态。 新华社发

日俄峰会盘算多 安倍押宝难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