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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官员日前表示，欧洲律师
支持明年年底正式承认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 9日报
道，欧盟法律部门内部最近流传有
关 承 认 中 国 市 场 经 济 地 位 的 观
点。报道援引一名欧盟高级官员
的话说，届时“不给中国市场经济
待遇将不明智”。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达尼埃尔·
罗萨里奥回应，上述观点未必反映
欧盟委员会针对这一议题所持立
场，“这需要时间”。

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曾签
署附加条款，包括反倾销案件中非

市场经济地位规定，期限 15 年。
这意味WTO其他成员国需在 2016
年 12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不过，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的人士认为，这不意味中国将
在 15年期间过去后自动获得市场
经济地位。另外，欧盟承认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必须得到欧洲议会和
欧洲各国政府同意。

《华尔街日报》认为，在这场
辩论中，德国的立场至关重要。
德国因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获
利丰厚，可能不愿针对这一议题
挑战中国。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米兰 6 月 9 日电
绚烂多彩的上海周 9 日登陆米兰
世博会，世博园里多了一群身着海
派旗袍的婀娜女子，中国馆里传统
文化与现代时尚碰撞出火花。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李逸平在上
海周开幕式上说，为期 5天的上海
周活动将围绕“农业为城市服务，城
市让农业增效”的主题，展出上海地
区运用物联网，整合农业产业链的
经验，播放反映上海在农业经济、科
技、生态保护等方面成果的影片。

上海将与米兰共同举办经贸合作论
坛等活动，共商发展都市现代农业
和时尚产业的合作机制。

紧随 8 日世博会中国国家馆
日的步伐，上海周继续为中国场馆
聚拢人气。在此期间，中国馆有

“天天演”小型文艺专场表演和上
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山农民画现
场展示，世博园里上演浓郁海派文
化的旗袍秀，世博园大礼堂则呈现
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高水准
演出。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9日电
由于接到“炸弹袭击”报告，9日下
午，美国白宫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突然中断，负责白宫安保的特工
处人员将所有参加新闻发布会的
记者疏散到白宫以外的安全地带。

事发时，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
正在向记者发布新闻简报。特工处

人员在记者被疏散后仔细检查了新
闻发布厅并动用军犬进行爆炸物甄
别。很快，虚惊一场的记者被通知
可以返回新闻发布厅，欧内斯特在
继续进行新闻简报发布前向记者
解释说，这次疏散行动的原因是华
盛顿警方事前接到了匿名电话，称

“白宫将受到炸弹爆炸袭击”。

印度警方 6 月 9 日说，德里邦
法律部长吉滕德兰·辛格·托马尔
当天因涉嫌伪造文凭遭警方逮捕。

托马尔自称在印度比哈尔邦
一所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并在
首都新德里注册成为律师。然而
最近，来自德里邦律师委员会的多
名律师向警方报案，要求后者审查
托马尔的文凭真伪。随后，警方前
往位于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的那
所大学展开调查。

新德里警方特派员迪帕克·米
什拉说：“我们的调查表明，这名部
长……递交了伪造的文凭并以此
获得了律师资格证。”

警方 9日逮捕托马尔。目前，
他受到预谋犯罪、欺诈以及伪造证
书 3项罪名指控。

托马尔否认这些指控。德里
邦警方发言人拉詹·巴加特说，如
果罪名成立，托马尔可能面临最高
7年监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上
周末乘政府专机、带两个儿子到德
国柏林观看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引
发舆论口诛笔伐。

反对派议员、法国共和党成员
蒂埃里·马里亚尼在社交网站“推
特”上写道：“我们应该了解到，瓦
尔斯的两个孩子在去柏林的飞机
上……瓦尔斯至少应该把他们行
程的费用付了。”

面对各方指责，瓦尔斯 6 月 9

日辩解，他此行是去和欧洲足联官
员“谈正事”。他说，体育赛事也是
国家重要事务。欧洲足球锦标赛
定于 2016 年在法国举行，身为总
理，为法国支持“这些重大国际赛
事”是他的职责所在。

另外，瓦尔斯的团队辩解，两
个儿子随专机出行并没有产生额
外费用。“孩子们坐飞机没有任何
花销”，飞机上原本就有空闲座位。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纽约6月9日电 摩根士丹利
资本国际公司（MSCI）9日宣布，中国 A股暂
未被MSCI纳入其全球基准指数。

MSCI 同时表示，它将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共同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尽快解
决目前在投资额度分配、资本流动限制、实
际权益拥有权三个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而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MSCI就将把中
国A股纳入其全球新兴市场指数，纳入时机
不再局限于每年一次的市场分类评审期。
也就是说，只要 MSCI认定中国 A 股市场已
符合其分类标准，可以随时宣布将中国A股
纳入其基准指数。

MSCI 董事总经理兼全球研究主管雷
米·布赖恩德表示，包括沪港通、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等在内，中国股票市场对于国际
机构投资者的开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
展。然而由于MSCI拥有庞大而多元化的客
户群，必须确保剩下的问题能够以有序和透
明的方式得到解决。

尽管目前中国 A 股未被 MSCI接纳，但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A 股已经进入纳入通
道，对在未来将被纳入该指数的前景表示乐
观。

美国格雷沃夫公司执行合伙人兼首席
技术分析师马克·牛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应该是A股加入MSCI的时候了。”他表
示，沪港通优化、中国股市资金透明度提升
等举措均令投资者对中国股市前景看好，并
将加速A股市场国际化进程。

布赖恩德在消息公布后的电话会议中
也对中国证监会在资本市场开放等相关问
题上的举措表示肯定和赞誉。布赖恩德强
调，希望能够通过与中国证监会的合作，推
动中国A股市场进一步开放，促使中国A股
尽快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他特别提
到，全球投资者都在热切期待投资中国A股
市场。

华尔街分析人士认为，A股暂未被纳入
MSCI全球基准指数这一消息也不会对中国
股市交易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波动。长期看，
中国股市将加快开放的步伐，进而完善市
场，从而对A股形成利好之势。

指数投资过去数十年来日益盛行，是有
别于选股投资的另一种投资思路。一些“被
动型”投资者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ETF）倾向于选取跟踪指数的投资方
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数据，全球大约
9.5万亿美元资产参考美国摩根士丹利资本
国际公司（MSCI）的指数。

过去，中国内地股市对外国投资者设
限，从而一直游离于 MSCI指数之外。MSCI
指数转而追踪在中国香港 H 股上市的中
国公司。去年 11 月，沪港通的设立使外
资得以长驱直入购买中国股票。国际化
步伐加速，增加了 A 股进入 MSCI 指数的可

能性。
MSCI此前预估，如果宣布吸纳中国A股

进入旗下新兴市场指数，短期将吸引200亿
美元资金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时间推移，这
一数字可能增加至4000亿美元。

而为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中国股市，MSCI
的竞争对手已经开始行动。英国富时集团
上月底宣布将中国 A股纳入其两个新兴市
场指数，全球指数基金巨擘美国先锋集团本
月2日也宣布将A股直接纳入其全球新兴市
场 ETF。此外，美国道琼斯公司说，可能在
今年9月把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东京6月10日电 日本律师
联合会 10日在东京举行集会，指出安倍政
府提交国会审议的安保法案违反宪法，要
求撤回这一战争立法。

约 200名律师、国会议员、市民代表等
参加集会。日本律师联合会宪法问题对
策本部副部长伊藤真在集会上说，国家的
安保政策应该在宪法框架内施行，安倍政
府提出的安保政策在三方面违反日本宪
法，即违反和平主义、违反立宪主义理念、
违反主权在民理念。

日本众议院政治伦理审查会长村上
诚一郎在集会中警告说，日本当前的政治
生态让人联想到德国魏玛宪法的崩溃和

纳粹上台。他强调，日本的民主体制正在
陷入危机，政治家应该抛开党派分歧，合
力阻止违反宪法的战争立法。

集会中，日本律师联合会还向国会议
员代表提交了征集到的 26 万人反对解禁
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的签名书。

日本政府上月 14 日通过了与行使集
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相关的
一 系 列 安 保 法 案 ，随 后 提 交 国 会 审 议 。
但随着审议展开，安保法案背离宪法理
念、涉嫌违宪的问题点不断浮现，法案本
身的正当性遭到绝大多数宪法学者、律
师、前政府法制局官员等法律专家的质
疑和批判。

新华社东京6月10日电 日本参议院
全体会议 10日通过《防卫省设置修订法》，
正式废除“文官统领”制度，实际上取消了
防卫省文职官员相对军职官员的优势地
位，废除了防止自卫队恣意妄为的一道重
要防线。

日本防卫省官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以统合幕僚长（相当于参谋总长）以及
陆、海、空自卫队幕僚长（参谋长）为首的军
职官员，又称“制服组”；一是以防卫省官房
长、省内各部局局长为首的文职官员，也称

“西服组”。
修订前的《防卫省设置法》第 12 条规

定，防卫大臣对“制服组”下达指示指令或

批准、督导各项军事计划方案时，“西服组”
有辅佐防卫大臣的权限，即根据各自分管
领域向防卫大臣提出相关建言，从而使“西
服组”在防卫省决策层面的实际权限高于

“制服组”。
但新通过的《防卫省设置修订法》把对

防卫大臣的辅佐权从“西服组”扩大到“制
服组”，表面上二者地位对等，但实际上剥
夺了文职官员相对军职官员的制约权限。

修订法同时废除了掌管自卫队作战行
动的防卫省文职部门“运用企画局”，将其
职能合并到统合幕僚监部（相当于总参谋
部），这意味着“制服组”将成为自卫队作战
等各项行动的主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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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师联合会举行集会

要求安倍政府撤回战争立法

日本前政要“敲打”安倍
因“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广为人知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右）、前内阁官房长官河

野洋平 6月 9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对谈，就历史和安保问题“敲打”安倍。两人再次重申
承认殖民侵略历史事实、坚持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对日本的重要意义。对即将发表的“安倍谈
话”，村山指出，历届内阁都向国际社会承诺继承“村山谈话”，“安倍谈话”的内容受到国际社
会关注。河野强调，得到历届内阁继承的谈话不允许出现倒退。

新华社发

6 月 10 日，埃及南部旅游城市卢克索的卡纳克神
庙附近发生针对游客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包括袭
击者在内的两人死亡、6人受伤。图为袭击现场。

6月10日，在印尼北苏门答腊省，锡纳朋火山喷发。
锡纳朋火山是印尼129座活火山之一，自2013年9月起活
动频繁。据印尼官员称，附近约3000居民已被迫撤离。

马来西亚沙巴州 6 月 5 日晨发生 5.9 级地震，截至
9日，救援人员已找到 16具遇难者遗体，其中一具随身
带有中国护照。图为地震救援现场。均为新华社发

韩国卫生部门6月10日确认，一名中国公民在韩被确诊为中东呼吸
综合征（MERS）病例。这是韩国第 93例确诊病例，也是首例中国患者。
目前，她已被转移至韩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患者金某在京畿道东滩圣心
医院工作，接触的一名患者确诊MERS病例。图为金某在确诊前曾去过
的位于韩国首尔华人聚居地大林洞附近的一家医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