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国集团峰会落幕

议题广泛成果寥寥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国举行的七
国峰会期间利用各种场合“说法”，在海洋
安全等领域大谈特谈“国际法原则”和“法
治”，俨然以国际法专家和“法治”模范生
自居。 不过，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安倍的表现都近乎法盲，根本不配谈“法
治”两字。

首先是日本民众就听不下去。看完安
倍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不少人在社交
媒体上提出质疑：安倍在国外口口声声说
“法治”，回国却要强行通过违反宪法的战

争法案，这唱的是哪一出？
在日本国内，几乎所有日本宪法学家

都认为，安倍政府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
集体自卫权和据此提交的安保法案违反
宪法第9条， 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法治
基础。 八成日本民众在民调中表示，不能
理解安保法案在说什么。

至于国际法，安倍的知识储备恐怕等
于零。 最明显的证据是，安倍公然在国会
声称，自己没有好好看过敦促日本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 众所周知，《波茨坦公告》
及其在公告文中再次确认的 《开罗宣言》
是体现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基础文件 ，是

《联合国宪章》制定和联合国成立的依据。
一边在国内宣称不懂《波茨坦公告》，

一边在国际场合大谈遵守国际法，安倍的
“法治”思维太费解。

说到底，安倍在国际场合拿海洋安全
问题煽风点火，其目的无非是借此在国内
外渲染“危机感”，压制国内对其“违宪”立
法的批评声音，为日本自卫队随时出兵海
外创造“法治”基础。

打着“法治”的旗号，破坏日本国内法
治体制，否定战后国际秩序，还想充当世
界警察 ，安倍这样的 “法盲 ”实在危险 ！

（据新华社东京6月9日电）

●新华时评 “法盲”安倍不配“说法”

据新华社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6月8
日电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峰会8日在德
国南部小镇加米施-帕滕基兴闭幕。 与会
领导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内容涉及气候
变化、自贸谈判、反恐、乌克兰危机等全球
热点问题，但实质成果有限。

声明说，支持在本世纪实现全球经济
“去碳化”，至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较2010年减少40%至70%，并要求《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缔约方共同

分担减排责任。 七国承诺通过开发、利用
创新技术， 到2050年努力实现能源转型，
并制定长期的低碳发展战略。

声明指出，将加快欧盟与美国间“跨
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
程，确保谈判各方面能取得进展。 声明还
表示将加强七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

关于对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天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七国集团应与俄罗斯合
作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在伊朗核谈判、叙利

亚危机等问题上，俄罗斯是“长期伙伴”。
此外，针对舆论普遍关注的希腊债务

问题，默克尔说，七国集团领导人没有就
此过多讨论， 他们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
但希腊必须推动改革。

德国媒体认为，此次峰会气氛较以往
更为和谐，议题几乎覆盖当前全球所有热
点问题，但与会领导人鲜有能够推动热点
问题得以解决的表态或决定，声明内容更
多是“务虚”。

责任编辑 曾楚禹 李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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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针对七国集团
（G7） 峰会领导人宣言中谈及东海、 南海问
题，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强烈敦促七国集团尊重事实、摒弃偏
见，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七国集
团峰会在8日发表的领导人宣言中谈及东
海、南海问题，对该地区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要求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确保世界
海洋的自由合法使用， 反对采取恐吓胁迫或
武力手段以及诸如填海造地等旨在改变现状
的单方面行动。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关于东海、南海问题，中国政府
已全面明确地阐述了原则立场。

他表示，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
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在有关南沙岛礁上搞建设完全是中国主
权范围内的事，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有关建设
完成后除具有一些防御功能外， 更多的是民
事功能，是为了更好履行海上导航、救援等国
际义务。

洪磊指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东海、南
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长期以来，各国依据国
际法在有关海域的航行和飞越并未受到任何
影响。如果有人蓄意制造事端，威胁到有关海
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中国将第一个站出来
坚决反对。

他说， 中国政府历来不承认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被他国非法窃
取和侵占的所谓“现状”。 但从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大局出发，中方一直保持了极大克制。在
坚持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 中国
始终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
国际法的基础上， 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
关争议， 并同有关国家共同维护有关海域的
和平稳定。 当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对任何
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会作出必
要反应。

洪磊表示，对于东海、南海有关问题的是
非曲直，国际社会自有公论。七国集团的言论
与事实和国际公理相差太远。

“中国强烈敦促七国集团尊重事实、摒弃
偏见，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多做真正有
助于妥善处理和解决争议、 有助于地区和平
稳定的事。 ”洪磊说。

G7峰会领导人宣言涉华

中方强烈敦促
尊重事实摒弃偏见

6月8日， 在德国加
米施-帕滕基兴的埃尔
毛城堡， 德国总理默克
尔（左）与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会议间隙交谈 。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深圳6月9日电 记者9日从深圳市人
民检察院获悉，该院已对香港“4·25”特大绑架案中
的八名嫌犯批准逮捕。目前，警方已从嫌犯处缴获赎
金600余万元港币及珠宝首饰一批， 并已掌握其余
赃款的大概位置。

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该绑架案的
嫌犯共计9人， 其中7人实施了绑架，1人协助绑匪偷
渡，1人协助绑匪销赃。 除犯罪嫌疑人郑某旺在持签
证过关时被香港警方抓获后在香港接受法律制裁
外，其余8人均在内地被深圳警方抓获，因此在内地
进入司法程序。

香港“4·25”绑架案后续：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9日从“东方之星”
号客船翻沉事件救援前方指挥部获悉， 客船翻沉水
域的“地毯式”探摸工作已完成，未发现遇难者遗体，
沿江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沉船内首名获救者、65岁的
朱红美已康复出院。

据介绍，客船翻沉水域的“地毯式”探摸自9日早上
6时许启动，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航勘201”轮携带二
维、三维图像声呐等科技装备，进入沉船水域对江底进
行扫测。 扫测发现疑似点后， 由潜水员下潜进行排
查探摸， 以鉴别确定是否为遇难者遗体。 通过7个
多小时的仔细扫测、摸排，搜救人员完成了对客船翻沉
水域约150米长、150米宽水域的搜寻。

长江航道救助打捞局局长林七贞说， 尽管扫测
工作中曾发现3处疑似点，但潜水员下潜，进行仔细
的排查后， 未在翻沉水域江底搜寻区域发现遇难者
遗体。

监利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邓志波介绍，“东方之
星” 号客船翻沉后船内首名获救者朱红美，9日从监
利县人民医院康复出院。此前，两名生还者江庚和陈
书涵康复出院，受外伤的谭健、程林两位生还者被转
入重庆当地医院治疗。

首位沉船内获救者出院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4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下
降0.2%，降幅与上月持平；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降幅与上月相同，环比
下降0.1%，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

5月CPI同比上涨1.2%

“东方之星”翻沉水域
“地毯式”探摸完成

八名嫌犯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