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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马尼拉 4月 1日电
菲律宾一些主流媒体近日来不断
发表社论或专栏文章，批评阿基
诺政府 3 月 30 日向国际仲裁庭提
交菲中南海争议诉状，认为菲政
府此举欠考虑，不仅无助于问题
的解决，而且将会导致菲中两国
关系进一步恶化。

《菲律宾明星报》4 月 1 日刊登
文章说，此前，菲律宾在对华关系
上就已经迈出错误的一步，而向国
际仲裁庭提交针对中国的仲裁诉
状将会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菲律宾《每日论坛报》3 月 31
日发表社论，指出阿基诺政府把

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到国际仲
裁庭解决是徒劳之举。许多国际
法专家认为，阿基诺政府以为领
土争端可以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
的想法是错误的，阿基诺政府拒
绝与中国谈判的做法令人费解。

此外，菲《每日论坛报》总编
辑妮内斯·卡乔－奥利瓦雷斯当
天还在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基
诺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是大错特
错，而不幸的是，菲律宾人民将成
为他这一立场的受害者。坦率地
说，阿基诺领导下的菲律宾正在
破坏地区稳定，是菲律宾，而非中
国，正在失去东盟的支持。

据新华社莫斯科 3 月 31 日
电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31 日通过一项由俄总统普京提交
的法案，决定废除俄罗斯与乌克
兰就黑海舰队驻扎问题签署的四
份协议。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上述法
案在俄议会下院当天进行的表决
中获得一致通过。被废除的协议
包括 1997 年签署的三份协议，内
容涉及俄乌关于黑海舰队划分、
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境内地位和驻
扎条件、与黑海舰队划分和其在
乌克兰境内驻扎有关的费用结算
等问题；两国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
就黑海舰队在乌克兰境内驻扎问

题签署的“哈尔科夫协议”。
俄罗 斯 副 外 长 卡 拉 辛 当 天

说，在目前情况下继续执行俄乌
签 署 的 上 述 协 议 已 不 具 备 任 何
依据，因为“克里米亚共和国和
塞 瓦 斯 托 波 尔 市 已 成 为 俄 罗 斯
领 土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他 表
示，由于俄罗斯单方面废除这些
协议，因此有可能会产生需要与
乌方协商解决的法律、财政和资
产问题。

俄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
会主席斯卢茨基说，从今以后黑
海舰队地位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
驻扎条件将在俄联邦宪法框架内
协调解决。

据新华社哈尔滨 4月 1日电
国家林业局 1 日起全面停止黑龙
江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标志着我国北部最大的“绿色
屏障”开始休养生息。

以大小兴安岭为主的黑龙江
重点国有林区，是我国十分重要的
森林生态功能区和木材资源战略
储备基地。自上世纪中叶开发建
设以来，该林区累计生产木材 6.5
亿立方米，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但由于长期过量采伐，

可采资源锐减，森林质量下降，大
小兴安岭几乎处于无木可采的危
险边缘，林区林缘向北退缩了 100
多公里。要恢复到开发初期的可
采蓄积水平，需要 80 年以上。

全面停伐后，当地林业的工
作重点将转到森林资源的管护、
培育和科学经营上。从今年起到
2020 年，中央财政每年将给黑龙
江增加 23.5 亿元，用于保障林区
干部职工的基本生活和社会正常
运转。

安倍政府 4月 1日正式通过“防卫装备转移
三原则”，以取代日本战后长年实施的“武器出
口三原则”。同样是“三原则”，安倍完成了从

“原则禁止”武器出口到“原则解禁”武器出口的
180度转身。

同样转过来的是日本自卫队的森然枪口。
从“禁止”到“解禁”，一字之差，却意味着安倍揭
去了幽闭日本军国主义伏地魔的又一道符咒，
日本距离安倍梦寐以求的“军事大国”目标又近
了一大步。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规定：日本不向明
显妨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场合出口防卫装
备；对允许出口的情况进行限定和严格审查，争
取信息透明；出口对象将防卫装备用于目的之
外或向第三国转移时，需获日方事先同意并置
于适当管理之下。

表面看，新的“三原则”对武器出口仍设一
定门槛，但在实际运用中，只要借口“国际和平
贡献”或“日本安全保障”需要，东京就能对武器
和军事技术出口大开绿灯。

为掩人耳目，安倍政府习惯性地给解禁武
器出口套上“和平主义”外衣。然而，世人皆知，
解禁武器出口也好，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好，都是
安倍政府决心复活“军事大国”的台阶，与和平
何干？

日本解禁武器出口的另一动机是让“日美
战车”的齿轮进一步咬合。新的“三原则”将提
高日美军事装备的通用性，由此日美军力的一
体化程度将相应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对地区和
平的威胁也同步增强。

武器出口还被东京视为重要外交政策工
具。与安倍“志同道合”的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
在有关集体自卫权的新书中赤裸裸地提出，武
器出口、经济实力、安保能力是展现日本外交力
的三大支柱。

根据“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日
本可向有安保合作关系的国家提供救助、运
输、侦察、监视、扫雷等合作领域的装备。日本
媒体解读说，这意味着日本今后能以维护海洋
航路安全为由，向菲律宾等“盟友”提供舰船、
军机等装备。

显然，通过策略性出口军火，安倍领导的日
本将对地区纷争和军备竞赛推波助澜，其作为
地区麻烦制造者的能量将进一步释放。

一个对侵略历史毫无反省的日本领导人，
无论怎么口吐莲花，从他手里出去的枪炮都只
有硝烟味；而日本军国主义伏地魔一旦完全“自
由”，迎接亚太乃至全球的绝不会是福音。

（据新华社东京4月1日电）

综合新华社电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 3 月 31 日在布鲁塞尔同比
利时首相迪吕波举行会谈。两国
领导人就新形势下发展中比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达成
广泛共识。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比建交 43 年
来，两国关系进展顺利。中方愿
同比方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
关 系 ，推 动 各 领 域 合 作 加 速 发
展。一是政治上坚持长期友好。
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
待两国关系，不仅要算经济账，也
要算政治账。二是共促经济、科
技、人文合作“三驾马车”齐头并

进。扩大相互投资，推动中小企
业合作，加强在科技创新、生物制
药、现代农业、海洋、极地等领域
合作，鼓励两国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加强联合，扩大互派留学生
规模，便利人员往来。中方将在
布鲁塞尔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三
是希望比利时继续发挥“欧洲心
脏”的独特地位和中欧合作促进
器作用，积极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迪吕波表示，比利时高度赞
赏中国的建设成就及在国际社会
发挥的重要作用，比方愿以这次
访问为新的起点，同步推进经济、
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构筑两国
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比方

愿为中国企业前来投资提供良好
条件。在欧盟内部，比利时愿做
中国的好朋友，积极促进欧中关
系发展。比方希望同中方就国际
事务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关于深化
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当日，习近平还会见了比利
时联邦众议长弗拉奥，并出席了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为其举行的欢
迎晚宴。4 月 1 日上午，习近平在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陪同下参观了
沃尔沃汽车公司根特工厂。

菲媒批当局提起反华仲裁

俄废除黑海舰队驻扎协议

大小兴安岭全面停伐

4月 1日上午，19件林业工人使用过的斧头、油锯、马爬犁等采伐工
具，作为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停伐日的纪念物被黑龙江省博物馆永久
收藏。 新华社发

习近平同比利时首相会谈
法国总统任命新总理

因法国执政党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法国总理艾罗 3月 31日
递交辞呈，总统奥朗德当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任命内政部长曼努埃
尔·瓦尔斯为新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图为瓦尔斯 2012 年在巴黎接
受媒体采访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分别与英、德两国央行签署建立人民
币清算机制备忘录，为伦敦和法兰克福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
心、推进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奠定基础。

●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比上月
微升0.1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自去年11月份后的首次回升，
预示中国制造业总体平稳向好。

●为推进烈士公祭活动规范化、法制化，民政部近日出台
《烈士公祭办法》，对烈士公祭活动的主体、时间、场所、参加人
员、仪式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阿联酋迪拜政府自3月31日起向每位来迪拜观光的游客
收取一定数额的“观光费”。这笔收入将作为迪拜政府对外宣传
2020年世博会的推介基金。

●美国加州一法院3月31日开审苹果起诉三星侵犯其智能
手机和平板电脑专利案，苹果提出了约20亿美元的索赔。两大
行业巨头由此展开第二轮专利诉讼大战。 （均据新华社电）

■简明新闻

■国际时评

安倍野心毕露
日本走火入“魔”

解禁武器出口 复活“军事大国”

据新华社比利时布鲁日4月 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日在比利
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强
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
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
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指出为了
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欧双方需要
加深相互了解，共同努力建造和平、
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

习 近 平 表 示 ，我 这 次 欧 洲 之
行，就是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
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
桥。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
方需要加深对欧洲的了解，欧方也
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习近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
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
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
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
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
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我想选择
几个最显著的特点，谈谈中国是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希望有助于大家
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

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
家。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
至今的文明，已经有 5000 多年历史
了。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许多理
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
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
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
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
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
的国家。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
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天
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
战争，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
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国家。中国人苦苦寻找适
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后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
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走出了
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让 13 亿多人都过上好

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
建设，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推动社
会全面进步。

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
革的国家。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
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强调，观察和认识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
都要看。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
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斗争
史，中国共产党 90多年奋斗史，中华
人民共和国 60 多年发展史，改革开
放 30 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
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
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当
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就难以正确认识
中国。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
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不仅会水
土不服，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欧都处
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面临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共同努
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
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把
中欧两大力量连接起来，促进全人
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
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使中国和
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我们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把中
欧两大改革进程连接起来，尊重双方
的改革道路，借鉴双方的改革经验，
以自身改革带动世界发展进步。

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
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促进人类
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习近平肯定欧洲学院重视中
国，致力于欧中关系研究，希望中欧
学生用平等、尊重、爱心来看待这个
世界，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
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促进中国
和欧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用
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奋斗，让我们
生活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

纵贯古今论中国 横跨亚欧促合作

4月 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