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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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表示，中国
强烈敦促G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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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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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权范围内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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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的言论与事实和
国际公理相差太远，“中国强烈
敦促G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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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6月9日电 日本政
府消息人士８日说，日本和菲律宾
打算６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南中国海举
行联合搜救演习，日本防卫省可能
派遣海上自卫队的Ｐ－３Ｃ巡逻机
参加。演习过程中，日本海上自卫
队和菲律宾海军成员将搭乘Ｐ－
３Ｃ，从空中搜寻一艘紧急求助的
船只并救出伤者。消息人士没有透
露更多内容。

共同社评述，这一演习显然旨
在加强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
之间的协调。近来，日本和菲律宾

“军事联动”频繁，双方５月１２日在
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之间的海域
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８日，日
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长岩田清文还
在防卫省会见来访的菲律宾陆军
司令伊里韦里，双方同意加强双边
防卫合作和人员交流。４日，菲律宾
总统阿基诺三世访日期间，与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曾就加强防卫关系
等达成一致。

日菲拟在南海

举行联合搜救演习

本报讯 印度报业托拉斯7日
报道称，印藏边防警察部队计划增
加6000名警力，以强化对印控克什
米尔地区拉达克的控制。报道援引
消息人士的话称，印度内政部长辛
格已同意该计划。内政部还指示印
藏边防警察部队可增加部署8000

名警力，以便在恶劣气候条件下驻
守后轮休。

据报道，印藏边防警察部队成
立于1962年10月，主要部署于印中
边界，直属内政部领导，总部位于
新德里。它的防控范围自印控克什
米尔拉达克地区至所谓“阿鲁纳恰
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的中印边
界或实际控制线。目前，印藏边防
警察部队在拉达克地区共有7个团
6000名警力。报道说，印藏边防警
察部队已获准在所谓“阿鲁纳恰尔
邦”和锡金设立37个哨所和15个临
时营地。

然而有分析人士说，印度一味
在边界地区增加军力警力，却忽视
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去年印
度大选期间，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
地区曾有牧民扬言，不修路就投奔
中国，在印度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印度拟在印中边界

新增6000边防警力

喊喊完完口口号号，，GG77散散会会
议题之多历年罕见，各有主意难获实效

外交部回应G7峰会宣言涉东海南海言论：

若若有有人人惹惹事事，，中中国国将将马马上上站站出出来来

据新华社6月9日电 美国陆
军官网８日被“黑”，出现谴责美国
政府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信
息。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黑客
组织“叙利亚电子军”随后宣称对
这一事件负责。被“黑”的陆军官网
上，出现的信息包括：“你们的指挥
官承认，他们在训练那些人，并把
他们送上战场，战斗、送死。”美国
陆军随后关闭网站。美国官员说，
陆军官网主要向公众提供基本信
息，并不包含分类信息和个人数据
等资料。

“叙利亚电子军”宣称入侵了
美国陆军官网。“叙利亚电子军”近
年来实施多次网络行动，入侵对象
包括新闻媒体。２０１３年，“叙利亚
电子军”在推特账号发布虚假消
息，称白宫遭受攻击，引发股市震
荡。法新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
道，此次黑客入侵可能是美国军方
网站首次被“黑”，之前的网络攻击
主要针对推特账号。

叙黑客力挺政府

黑掉美国陆军官网

为 期 两 天 的 七 国 集 团
（G7）峰会８日下午在德国南部
小镇加米施－帕滕基兴闭幕，
与会领导人会后就气候变化、
反恐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热
点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分析人
士认为，此次峰会成果寥寥，
与会领导人多是提出口号式
的承诺或警告，并不愿意采
取 实 质 性 的 行 动 计 划 或 措
施，这凸显了G7在应对国际
以及自身问题时的无力。

议题几乎涵盖所有热点

此次峰会的议题几乎覆
盖当前全球所有热点问题，范
围之广历年罕见。从会后发表
的联合声明看来，峰会讨论的
内容涵盖了全球经济、女性的
企业家精神、金融市场规范、
打击偷逃税、贸易、乌克兰问
题、核安全、反恐以及气候变
化等多个领域方方面面的议
题。虽然议题数量很多，但与
会各国当前各自面临的急迫
问题却不尽相同，因而达成一
致的内容显得空泛且繁杂。

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
主张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希腊债
务危机的解决关系到欧洲乃
至全球经济复苏，因此如何解
决希腊债务问题应成为焦点，
反恐问题同样是美国关注的
重点。英国首相卡梅伦则重点
着眼于经济增长以及英国与
欧盟关系。而在峰会期间举行
的多场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
危机以及希腊债务等话题成
为记者提问频率最高的问题。

17页声明表决心居多

此次峰会，与会领导人发

表的联合声明长达１７页，内容
看似丰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
现，其对于解决问题难以发挥
实质性的作用，因此G7的声明
表决心居多，谈实在措施的十
分有限。即使在有些问题上看
似有明确表态，但G7还是留了
余地。

关于气候保护，G7在联合
声明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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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盟与美国间“跨
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协定”（TTIP）的谈判，声明
说，将加快谈判进程，确保谈
判各方面能取得进展，以“尽
快”达成关于协议框架的谅
解，最好是在今年年底。

针对乌克兰问题，G7表示

希望各方严格遵守新明斯克
协议，将延续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在必要情况下升级制裁措
施，这与欧盟等之前的表态并
没有大的变化。默克尔在不同
场合曾明确指出，包括气候变
化等议题在内的声明，原则上
是为了统一G7立场，以便在联
合国会议和二十国集团（G20）
会议等场合发出一致声音。

“富国俱乐部”日渐没落

分析人士指出，从G7峰会
“华而不实”的声明可以看出
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日渐没
落。不可否认，G7曾经在国际
经济等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成
长及国际话语权的日益增大，
以及包括G20在内的国际组织
不断增多，G7在应对和解决国
际问题过程中已经逐渐失去

地位和作用。
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

尼尔撰文指出，当今世界面临
着多种挑战，但G7能够应对的
却并不多。在经济领域，G7不
少成员都面临着持续的通缩
风险，欧洲经济复苏势头十分
脆弱。为了寻求更加平衡的增
长，如果仅依靠G7自身，没有
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
国参与的话，很难解决问题。
G20等国际组织在应对和解决
全球经济问题上的能力日益
突出更加凸显出G7的式微。

在G7内部，已经有领导人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２０１３年英
国主办八国集团（G8）（当时俄
罗斯是其中一员）峰会，英国
首相卡梅伦在选择经济议题
的时候就费了一番脑筋。当时
他曾表示，G8应把自己的问题
解决好。

据新华社

韩韩国国已已成成第第二二大大MMEERRSS感感染染国国
一孕妇MERS检测呈阳性，暂未被列为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6月9日电 韩国
保健福祉部９日证实，又有1名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患者
死亡，从而使死亡病例增至７
例。同时，新增８例感染病例，使
感染者人数增至９５人，共有２８９２
人被隔离观察。保健福祉部说，
当天的死亡患者是一名６８岁女
性，患有慢性心脏病。这名老妇
５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首尔三星医疗
中心住院，其间因密切接触过

一名MERS患者而被感染。韩联
社报道，新确诊的８例病例也都
曾密切接触过MERS患者。

保健福祉部说，迄今确诊
的９５例感染病例中，仅９人情况
不太稳定。另外，自５月２０日首例
病例确诊以来，已有２人治愈出
院。按保健福祉部的说法，第３
名治愈患者９日也会出院。不
过，韩国当前的确诊人数已超
过阿联酋，成为仅次于沙特的
第二大MERS感染国。阿联酋曾
是第二大MERS感染国，3年时
间里共确诊74例病患，而韩国
在20天里就已确诊95例病患。

保健福祉部９日还通报，一

名在三星医疗中心住院的孕妇
接受MERS检测，结果呈阳性。
不过，她暂时未被列为确诊病
例。这名孕妇４０多岁。三星医疗
中心方面说，她是为准备生产
而住院。按这家医院的说法，孕
妇８日下午曾向院方提出做
MERS检测的申请，但她当时除
了有轻微的肌肉痛，体温正常，
没有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疑
似感染症状。９日，在患者再次
要求下，院方对她采集样本并
实施检测。现阶段，三星医疗中
心已把这名孕妇的检测样本送
交疾病管理本部。韩联社评述，
孕妇感染MERS病毒的情况在

全球罕见。据推测，这名孕妇可
能是５月２７日前往三星医疗中
心探望生病的母亲时感染病
毒。她的母亲当天因积食在这
家医院急诊室接受诊疗。

韩国政府一些官员认为，
韩国的这次MERS暴发可能已
到达顶峰，预计本周新增病例
和患者数量可能开始下降。另
外，保健福祉部说，将承担所有
患者和隔离者的检查和治疗费
用。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派往韩
国帮助调查这次疾病暴发原因
的小组组长、世卫组织助理总
干事福田敬二说，韩国对这次
MERS暴发“应对不足”。

关注韩国

“新非典”

8日，在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德国总理默克尔（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合影。 新华/欧新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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