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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倍倍谈谈话话””今今天天发发表表
到底咋说引发国际国内多方关注

本报讯 据印尼《雅加达邮
报》12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11日
称，该国已聘请民间咨询机构，评
估中日双方关于雅加达至万隆高
铁项目的报告，并将于本月底宣
布最终的胜出方。至此，该项目已
历经5年多的研究和考虑。佐科是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特使、国家发
改委主任徐绍史会晤并接受中方
提交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透露上
述消息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称，
中国加大“筹码”，开出更优厚的
条件以击败竞争对手日本。

《雅加达邮报》报道称，印尼
国家发展规划部长哈尼亚戈10日
在同徐绍史会谈后告诉记者，中
国改进了最初的竞标方案，准备
为项目提供55亿美元贷款，贷款
期限为50年，利率为2%且有宽限
期。印尼《雅加达环球报》说，此前
中国的方案是提供40亿美元的25
年期贷款，贷款年利率为2%。正
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的日本前不
久提出较低价码。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驻印尼代表说，日本准备为
印尼高铁项目提供40年期贷款，
贷款利率为0 . 1%，宽限期为10
年，但他没有透露贷款的具体数
额。 据环球网

本报讯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韩国前总
理李洪九等人13日联名发表了反
对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东亚
和平宣言》。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和李洪九在首尔的集会上宣读
了宣言。因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将于14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
话，村山此次没有访问韩国。

报道称，在宣言上签名的有
推荐坚持规定放弃战争宪法第九
条的日本国民获诺贝尔和平奖的
活动发起人、神奈川县座间市的
主妇鹰巢直美，以及欧美的和平
运动人士等共97人。

据悉，宣言主张日本宪法第
九条的和平主义理念也应反映到
东亚及世界各国的宪法上。村山
为了集会发来了视频致辞，表示

“日本国民也知道宪法第九条的
必要性”。

在集会上致辞的首尔市长朴
元淳表示，安倍的70周年谈话中

“应写入对历史的省察和道歉”。
（中新）

噪具体咋说

安倍还在斟酌中

共同社称，安倍将在此次
谈话中对之前的战争进行反
省，并会强调日本战后作为

“和平国家”为国际社会所做
出的“贡献”。预计“道歉”和

“侵略”等关键表述都将纳入
其中。

据了解，此前日本在战后
50周年发表的“村山谈话”及
在战后60周年发表的“小泉谈
话”都是在8月15日日本战败
纪念日当天通过内阁决议并
最终发表。而安倍则未遵循惯
例，提前一天选在了14日。

此前，安倍曾在多个内外
公开场合言及二战问题时一
再明确表示深刻反省，但未表
道歉，也未用过“侵略”和“殖
民统治”的词汇来定义日本在
二战中的行动。

不过8月6日，安倍任命的
研究谈话内容的机构“21世纪
构想恳谈会”提交给安倍的最
终报告书中提到了侵略和殖
民统治。

安倍7日晚与联合执政的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会谈
讨论“安倍谈话”内容时，山口
也表示要求安倍明确地把“侵
略”一词载入谈话中。

噪国际压力

潘基文促日反省

针对安倍晋三将发表的
战后70周年谈话，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12日通过其发言人
指出，希望安倍谈话能够对过
去的历史有“谦虚的反省”，并
敦促日本(与二战受害国)达成
真正的“和解与合作”。

据报道，潘基文指出：“包
括日本在内的地区领导人，能
够通过真诚的和解，在对过去
历史的谦虚反省基础上发挥
协力的精神，一起迈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潘基文同时强调，日本政

府必须对过去历史问题进行
“谦虚的反省”。对此，有外媒
分析指出，潘基文公开敦促日
本政府对过去历史问题进行
反省的举动“较为罕见”。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
镒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周
年谈话包含的历史观决不能
后退。

据报道，在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提问，韩国政府一
直敦促“安倍谈话”应继承历
届内阁的历史观，这是否意味
着“安倍谈话”应包含“村山谈
话”的四大核心措辞———“谢
罪”、“反省”、“侵略”、“殖民统
治”？

对此，鲁光镒表示，“这一
点 日 本 政 府 人士应 该 更 清
楚”。他说：“其间日本历任首
相谈话所表明的历史观决不
能后退，韩方强调这些历史观
应得到继承。”

噪外媒支招

诚心认错又如何

英国《卫报》近日刊文表
示，文章援引东京索菲亚大学
政 治 学 教授中 野 晃 一 的 话
说，安倍可能会明显改变“村
山谈话”中一些关键词的语
境 ，或 将 严 重 偏 离“ 村 山 谈
话”精神。安倍也许试图同时
满足修正主义者和批评者的
要求，但他可能让两者都感到
愤怒。

美国《赫芬顿邮报》专栏
主编、美国伯格鲁恩研究院和
加州长远发展委员会高级顾
问内森·加德尔斯１１日发表文
章说，日本如果希望在将来以

“正常国家”身份重新回归亚
洲，就必须先从正视其过去做
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修改和
平宪法之举之所以变得如此
具有挑衅性，并非因为日本正

在谨慎地恢复任何主权国家
应有的常规军事态势，而是因
为日本官方对其过去的有保
留的忏悔一直未能让它的任
何一个邻国信服。

文章说，安倍应该为日本
的殖民主义和侵略的过去道

歉。与其煞费苦心地遣词造
句，不如做出一个像德国前总
理勃兰特那样简单而诚实的
姿态：它不仅具有极大说服
力，而且能融化被时间冻结的
情感坚冰。

综合中新社、新华社等消息

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总
统朴槿惠１３日宣布对６５２７名
服刑人员实行特赦，以庆祝朝
鲜半岛光复７０周年。值得注意
的是，此次特赦名单中包括不
少韩国大企业高管。

朴槿惠当天召开内阁会
议，宣布她２０１３年出任总统以
来的第二次特赦，称此举是为
了“帮助实现全国和解、重振
经济”。

特赦名单包括韩国第三
大财阀家族企业ＳＫ集团会长
崔泰源等在内的十多名企业
高管，但涉嫌给公司造成千亿
韩元损失、被判处有期徒刑４
年的韩华集团会长金升渊不
在赦免之列。

韩国最高法院去年２月以
挪用公款罪判处崔泰源４年有
期徒刑。崔泰源因涉嫌把ＳＫ集
团一家子公司的４６５亿韩元

（约合４４００万美元）挪用至国
外，用于期权投资，遭到起诉。

韩国法务部官员解释特
赦崔泰源等企业高管时说，特
赦“给了他们为这个国家经济
做贡献的机会”，希望他们能

“帮助提振经济”。
ＳＫ集团一名发言人称，崔

泰源获赦免解决了这个企业
集团的管理层真空状态，有利
于集团集中精力，帮助韩国恢
复经济活力。

朝鲜半岛光复纪念日是
韩国最重要节日之一，历届总
统通常会对一些服刑人员实
施特赦予以庆祝，但特赦范围
不包括牵涉腐败、暴力和威胁
国民安全的罪犯。

过去多年，在韩国经济中
占相当比重的几大财阀家族
企业多有高管遭到相关刑事
指控，但通常只被判缓刑，最
终得到总统特赦。

韩国媒体注意到，朴槿惠
２０１２年竞选总统期间曾宣称，
一旦当选将“严格限制”严格
约束财阀家族企业，防止其滥
用经济实力、“欺负”中小企
业，继而缓解社会不公。如今，
特赦有罪的财阀家族企业高
管被一些人士视作韩国政府
因为经济不振而作出的某种
妥协，或将影响民众支持率。

研究大型企业的调查机
构“财阀”负责人郑顺燮（音
译）认为，韩国民众恐怕不会
认同政府特赦崔泰源的理由。

“没有理由一方面呼吁改
革财阀，另一方面却对这些财
阀 高 管 的 过 错 采 取 宽 容 态
度。”郑顺燮说。

今年７月底公布的一份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５４％的受访
韩国民众反对总统特赦财阀
高管，支持者比例只有３５％。

近年来，韩国频曝一些财

阀高管或其家人利用权力和
财力做出一些违法行为，激起
不小民愤，其中最轰动的当数
去年年底发生的“坚果门”事
件。

去年１２月５日，韩进集团
及下属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
的长女赵显娥乘坐大韩航空

班机头等舱，因乘务员给她提
供的坚果没有按规定放在盘
中，一怒之下要求飞机掉头开
回登机口并勒令乘务长下机，
导致航班延误１１分钟。韩国一
家地方法院今年２月作出一审
判决，以违反航空保安法判处
她１年有期徒刑。

韩韩国国大大赦赦财财阀阀高高管管提提振振经经济济
这已是朴槿惠任内第二次，过半民众不支持

印尼高铁争夺战

月底揭晓胜出方

日韩两国前政要

发表《东亚和平宣言》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
相安倍晋三将于14日下午5点（北京时间4点）召开决
定战后70周年谈话的临时内阁会议，并于6点（北京
时间5点）起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安倍将在会上
公布其准备已久的“安倍谈话”。对于这份谈话要说
什么，连日来日本国内与国际各方没少操心，然而正
如美国媒体所支招的那样，与其模棱两可两面不讨
好，诚心认错恐怕更容易得到邻国的原谅。

因“光复节”而沾光被赦免的财阀高管崔泰源。

8月13日，安倍在其老家山口县参加关门海峡烟火大会时进
行即兴演讲。

澳大利亚政府１３日否认
ＭＨ３７０搜寻承包商的说法，即在
南印度洋海底发现的物体很可能
是这架飞机的残骸。

英国《每日邮报》前一天援引
一家搜寻ＭＨ３７０下落的辉固测
绘有限公司主管史蒂夫·达菲尔
德的话报道，他们的搜索船和马
来西亚搜索船“凤凰号”用声呐成
像技术，在澳大利亚以西的印度
洋海域海底发现一些物体，“最有
可能”属于ＭＨ３７０。

他们发现两个盒状物体和５
个细长状物体，认为它们“最有可
能”是飞机残骸。

辉固测绘有限公司去年在澳
大利亚政府为搜寻ＭＨ３７０客机
举行的招标中中标，派遣两艘船
轮流搜寻。

不过，达菲尔德说，由于南半
球现阶段处于冬季，气候恶劣，搜
索人员可能需要等到１１月或１２月
才能重返发现上述物体的海域，
用无人驾驶潜水器进一步确认。

澳大利亚运输部长沃伦·特
拉斯的发言人１３日否认达菲尔德
所说的物体很可能属于ＭＨ３７０。
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援引这名发
言人的话说：“那些是旧图像，数
月前就已经不在考虑之列。”

“实际上，它们最不可能是飞
机残骸。”他说。 据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否认

最新疑似残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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