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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23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表示，日
方对“河野谈话”进行所谓调查，进
一步暴露其不愿正视历史、企图淡
化侵略罪行的真实意图。

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
据报道，日前日本政府公布“河野
谈话”调查报告，调查小组负责人
称，当年听取“慰安妇”证词是为表
达同情心，不是为核实史实，日韩
曾就“谈话”措辞进行协调。韩国
批评日方调查结果掩盖事实，严重
损害“河野谈话”精神。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强征“慰安妇”是日

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等
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
行，铁证如山。日方所谓调查进一
步暴露其不愿正视历史、企图淡化
侵略罪行的真实意图。

“我们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
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负责任态度信
守‘河野谈话’等对国际社会作出
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妥善处
理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有关
历史遗留问题。”她说。

中方回应日方“河野谈话”调查

暴露日淡化侵略罪行企图

新华社伊斯兰堡 6 月 23 日
电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 23 日否决
了信德省高等法院此前作出的解
除前总统穆沙拉夫出境限制的裁
决。

由于穆沙拉夫受到叛国罪等
多项指控，巴基斯坦内政部此前将
他列入“出境限制名单”。穆沙拉
夫今年 4 月 21 日向信德省高等法
院申请将其移出名单，以便赴国外
就 医 并 看 望 在 阿 联 酋 治 病 的 母
亲。信德省高等法院本月 12日决

定将穆沙拉夫从“出境限制名单”
中移出。

巴基斯坦政府本月 14日向巴
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反对信德省高
等法院的裁决，并表示穆沙拉夫一
旦离境很可能不会回国受审。巴
最高法院 23日的判决使穆沙拉夫
出境的希望暂时破灭。

巴基斯坦审理穆沙拉夫一案
的特别法庭指控其涉嫌叛国。如
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死刑或无
期徒刑。

巴最高法院否决地方法院裁决

穆沙拉夫出境希望破灭

据新华社6月 22日电 美国
五角大楼 6 月 22 日宣布，由美国
波音公司研发的陆基中段导弹防
御系统（GMD）在当天的测试中成
功击中太平洋上空一枚“来袭”弹
道导弹，完成拦截。这是该项目
2008年以来首次成功实施拦截测
试。

五角大楼说，在此次测试中，
用于拦截的一枚远程陆基拦截导
弹从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
发射，拦截目标是一枚从太平洋中
部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发射的
中程弹道导弹。

美国导弹防御局负责人詹姆
斯·叙林说：“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
和提高国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
可靠性，这次测试是非常重要的一
步。”

支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联盟
创始人里基·埃利森说，22日测试
成功对于饱受质疑的GMD来说具
有“里程碑意义”，这证明了 GMD
的可靠性。

但批评人士认为，GMD 陆基
拦截导弹的拦截成功率并不高，美
国国会应该重新考虑增加部署陆
基拦截导弹的计划。

美反导系统成功拦截目标

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23 日电
据韩联社 23 日报道，韩国东部前
线哨所枪击事件肇事者 22岁的林
姓士兵当天下午被抓获，被捕前林
某曾开枪企图自杀。

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当地
时间 14时 55分，军方抓获了自杀
未遂的林某，林某目前正被送往医
院救治。

国防部表示，林某所携带的
K－2 步枪及实弹等已全部收回，
林某将被移交给军方调查机构。
此外，在其被捕后，军方解除了江

原道高城郡一带“珍岛犬一级”最
高警戒令。

据悉，林某企图自杀时位于高
城郡一度假公寓附近，当时处于跟
军方的对峙中。

据军方透露，在逐渐缩小对林
某的包围网后，林某哭着提出了跟
父亲通电话的要求。通话后，林某
的父亲和兄长抵达现场对其进行劝
导。在军方和家属劝说的过程中，
感到不安的林某开枪企图自杀。

目前，林某的杀人动机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韩哨所枪击案士兵被抓
自杀未遂被送医救治，动机正在调查中

超级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以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为最
终目的。目前，“天河二号”超级计算
机在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已正式投入
运行，为 120 多家用户提供了 300 多
项典型应用计算。同时，为用户培训
了一批超算应用技术人才。

借 助“ 天 河 二 号 ”的“ 计 算 神
功 ”，国 产 C919 大 型 客 机 开 展 了 高
精度外流场气动计算；中科院上海
药 物 研 究 所 开 展 了 75 万 个 小 分 子
化合物的结合亲和力评估，完成了
600 多个各类药物的体内外活性测

试评价。“天河二号”适配了广州市
电 子 政 务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和 云 盘 存
储系统等，为智慧城市建设搭建高
效可靠的承载平台……

据悉，“天河二号”逐步在生命科
学、材料科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
宇宙、经济学，以及大型基因组组装、基
因测序、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事关国计民
生的大科学、大工程中“大显身手”。此
外，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积极推动国际交
流与合作，利用“天河二号”为国外研究
机构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

（综合新华社电）

“天河二号”稳操胜“算”
获全球超级计算机三连冠 速度比亚军快近一倍

国际 TOP500
组织 6月 23日公
布了最新的全球
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行榜，中国
的“天河二号”超
级计算机以比第
二名美国“泰坦”
超级计算机快近
一倍的速度，连
续第三次获得冠
军。

威尔科克斯县是美国亚拉巴马州失业
率最高的地方。倒闭的纺织厂、家具厂扔下
的不仅是空荡荡的厂房，更抛出一大批寻找
工作的绝望失业者。

上月，失业者迎来了来自 1.2 万公里以
外地区的新老板，他们来自中国河南省。

河南的金龙精密铜管集团在威尔科克
斯县开了座工厂，生产空调用铜管，用工 300
多人。300人虽然不算多，但对于威尔科克
斯县这个素以“就业机会比湖泊、松林、野火
鸡、野猪还少”的地方而言，已经是个不错的
馅饼了。

“时薪 15美元的活儿已经十分罕见了。”
附近一个县的官员多蒂·加斯东说。

饭碗有多少
端着中国饭碗的美国人到底有多少？

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的数据显示，去
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达到历史性的 140亿美
元，合计雇佣 7万美国人。而仅仅在 10年前，
美国本土端中国企业饭碗的美国人几乎为零。

美联社描述，近些年，大批中国企业跨
越大洋，到美国投资办厂，于是便出现美国
市长和经济开发官员们列队欢迎中国老板
的场景。尤其是美国南部一些州，以廉价劳
动力和低廉用地费为招牌，在欢迎中国企业
的潮流中显得格外积极。

在美生产在美销售
美联社 6月 23日一篇题为《你好！美国

乡村求爱中国企业》的评论中说，过去，美国
和中国长期形成一种不平衡关系：中国生
产，美国消费，致使美国对华商品贸易赤字
去年达到 3180 亿美元。在过去 30 年间，大

批美国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去中国生产。
但这一局面正在因中国企业赴美而改

变。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分析，原因之一是
近些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在过去十
年上升 187％，而美国劳动力成本同期只上升
了 27％，两者之间的成本差距大大缩小。而
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用电成本上升 66％，是
美国的两倍多。再加上汇率等因素，致使一
些中国企业决定去美国“节约成本”。

成本还不是唯一考虑因素。随着中国
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一些中国企业也
在密切寻找美国顾客，在美国生产，在美国
销售，寻找新的收益模式。

地方官忙得欢
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不同地方的官

员争抢一个项目的状况。

例如，金龙精密铜管集团在亚拉巴马州
的项目就曾被该州多个县争抢，托马斯维尔
市就是其中一个。

起初，该集团相中了托马斯维尔，但市
长谢尔登·戴却无法找到符合要求的足够大
的地。“我为此惊慌失措，”谢尔登·戴说。但
他最终在附近的威尔科克斯县为集团找到
一块地皮，希望地域优势能为他拉动市内就
业。

威尔科克斯县受宠若惊。为抓住这次
机会，县里不仅上下跑动，到州里要优惠政
策，更是在安排上做到细致入微，生怕失去
这次机会。当地官员在托马斯维尔的新中
国自助餐厅举行宴会，提供中式菜品和当地
传统菜。考虑到中国人的围餐习惯，当地政
府还提前购置了带转盘的圆桌。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失业率居高不下 地方官争抢河南老板

美国州县争端“中国饭碗”

接管银行现金
连日来，极端武装组织“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先后攻
陷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多座城市，包
括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媒体
报道，这一极端武装组织向来善于
通过敲诈、绑架勒索、接受海湾国家
富人捐赠等手段获得资金。在攻占
伊拉克大片地区的同时，这一组织
更是获得巨额资金来源，为其扩充
兵力提供基础。

尼尼微省官员巴沙尔·基基说，
当武装人员占领摩苏尔时，摩苏尔各
大银行的现金储备达到 4 亿美元。
攻占摩苏尔后，ISIL曾发布一份有16
个要点的文件称，“为了穆斯林的利
益”，ISIL将接管伊政府手中的金钱。

资金筹集将转型
在占领摩苏尔前，ISIL 已经从

摩苏尔这座拥有 200万人的城市获
得大量资金。消息人士估算，这一
组织当时通过敲诈、绑架勒索、腐败
等手段每月能在摩苏尔获得 1200
万美元的收入。此外，ISIL 还在叙

利亚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活动，它
甚至可以通过销售石油获利。

媒体认为，与其他一些极端武
装不同，ISIL 的资金来源并不主要
依靠海湾国家富人的捐赠，而是靠
自己直接筹集，这使得其资金链条
很难被切断。

分析师称，ISIL 在资金筹集手
段上也会考虑转型。在占领摩苏尔
后，它可能会通过“合法”税收、出售
财产和其他手段获得收入，以保证
长期的资金来源。

伊拉克政府 23日说，伊安全部
队当天夺回了对东部一座城市和西
部两座边境检查站的控制。

伊拉克国防部在发给记者的一
份声明中说，东部迪亚拉省的军警联
合部队在当地民兵的支持下，夺回了
该省首府巴古拜以北 60公里的乌德
海姆市。声明说，政府军打死了大量
武装分子，并俘虏了对方一些逃兵。

同日，伊安全部队和边防军在
与武装分子激烈交火后，在伊拉克
与叙利亚边境以及伊拉克与约旦边
境各夺回一座检查站。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擅长敲诈勒索 销售石油牟利

伊反政府武装“不差钱”
伊拉克极端武装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与政府持续交火，媒体揭露该组织有

着充足的资金来源。该组织通过敲诈、绑架勒索、接受海湾国家富人捐赠等手段获得资金，
占领摩苏尔等城市后可能会通过“合法”税收、出售财产和其他手段获得收入。

TOP500 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对全球
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最知名排行
榜。自去年 6 月以来，“天河二号”就以每秒
33.86千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稳居榜首。除
了芯片技术外，这一系统大多由中国自主研
发。美国能源部下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泰
坦”则连续 3 次屈居亚军，其浮点运算速度为
每秒 17.59千万亿次。

“天河二号”到底有多快？据介绍，“天河二号”
运算1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用计算器算1000年。

从整个榜单来看，美国进入前 500强的超级
计算机从上一期的 265个下降至本期的 233个，
但优势依然明显。第二名中国大陆则从 63个增

至 76个。日本和英国分别以 30台并列第三。
第三名至第五名分别是美国劳伦斯－利

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红杉”、日本理化研究所
的“京”和美国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的“米拉”，这
一排名与上一期榜单无异。与上一期相比，前
十名的唯一变化是第十名，新入选的是隶属于
美国政府的“克雷”XC30 超级计算机，其运算
速度不到“天河二号”的十分之一。

国际 TOP500 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从榜
单看，“超级计算机的整体性能提升速度已降
至历史最低点”。例如，在 1994 年至 2008 年
间，榜单最后一名的计算性能平均每年提升
90％，而过去 5年每年只提升了 55％。

有多快？运算1小时相当13亿人算千年 有啥用？服务大科学和改善民生

这是 6月 21日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拍摄的几名支持政府军的武装人员。 新华社发

6月 23日，在埃及开罗，3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出庭。埃及一法院 23
日判处 3 名半岛电视台记者 7 至 10 年有期徒刑，判定其协助已被定性
为恐怖主义集团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 新华社发

3名记者因协助穆兄会获刑

6月 23日，在韩国江陵，救援人员将自杀未遂的枪击事件肇事者送
往医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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