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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 15日电 外交
部 15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
部副部长李保东等介绍习近平主席即
将出席并主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一次峰会有关活动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李保东表示，9月 4日至 5日，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
国杭州举行。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峰会
欢迎仪式、开幕式、五个阶段会议、闭
幕式等十余场活动，二十国集团成员
和嘉宾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
人将应邀与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将同各方一道，围绕“构建创新、活力、
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以及“加
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
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

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
“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
点议题展开讨论，聚焦世界经济面临
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为
国际合作指明方向。会后，习近平主
席将出席记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峰
会成果和会议情况。峰会前，习近平
主席将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
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深入阐述
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
理的看法和主张。金砖国家领导人
将按惯例举行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
席将出席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峰
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有关国家
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就峰会议题、
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交换看法。

新华社甘肃酒泉8月 15日电 记
者15日从中科院获悉，我国即将发射
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被命名
为“墨子号”。

“关于这颗卫星的命名，我们考虑
了好久。”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
家潘建伟院士说，最终命名为墨子，缘
起于已故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老教授钱临照。

据了解，钱临照作为老一辈光学、
科技史研究者，早年对墨家经典著作
《墨经》有过深入研究，发现其中有不
少与现代科学知识相通的记载，比如
墨子在《墨经》中提出的“光学八条”。

“墨家逻辑是全球三大古老逻辑

体系之一，而逻辑体系是科学的基
础。”潘建伟说，墨子在两千多年前就
发现了光线沿直线传播，并设计了小
孔成像实验，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
的基础。

“就像国外有伽利略卫星、开普勒
望远镜一样，以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先
贤的名字来命名全球首颗量子卫星，
将提升我国的文化自信。”他说。

据了解，作为中科院空间科学战
略性先导专项首批科学卫星之一，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将在国际首次开展星
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空间尺度的量
子隐形传态等多项实验。目前量子卫
星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9 月 4 日 至 5 日 ，二 十 国 集 团
（G20）第十一次峰会将在浙江杭州举
行，这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
活动，也将是近年来中方主办的级别
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
际峰会。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峰会的
主题紧扣当下世界经济的症结，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凸显
了中方推动G20机制转型，引领世界
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理念。

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

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创新增
长方式”则是重点议题之一，旨在提升
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中国在设计今年峰会的主题和
具体议题时，既体现了中国理念，也反
映了世界关切。特别是创新，这是提
高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中国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姚枝仲说。

开放：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中方今年推动将贸易投资摆上
G20议程，并为此打造了G20贸易部

长会和贸易投资工作组等机制化平
台。

中方今年还推动G20制定全球投
资指导原则，这将是全球首个多边投
资规则框架，为加强全球投资政策协
调做出了贡献。

“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时候，各国
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保护本国经济贸易
的做法是短视的。经济需要交流合
作，保护主义已经无法像几十年前那
样带来明显好处，只有开放才能获得
强劲的增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黄薇
说。

发展：谋求长远包容性增长

杭州峰会也将是G20历史上发展
特色最突出的一次峰会——第一次将
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
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支持非洲
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与会的发展
中国家也是G20历史上最多的。

据悉，中方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
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
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
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
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杭州峰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
行院长王文认为，发展在此次峰会上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体现了
中国将全球治理惠及每一个人的理
念，体现了发展的包容性。从增长到
发展是今年的一个重大突破，没有综
合和包容的发展，任何增长都会显得
空洞无力。

绿色：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今年，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议题
引入G20议程，推动建立了绿色金融
研究小组，以鼓励各方根据各国国情，
深入研究如何通过绿色金融调动更多
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专门成立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有
助于推动各方在融资安排上优先投入
绿色领域，改善全球生态环境，提升全
球的经济增长潜力。”姚枝仲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
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表示，过去的经
济危机首先是从金融领域引发的，原
因之一就是金融交易行为过于关注快
捷利润，忽视了绿色、可持续发展。这
也是中方提出绿色金融的重要原因之
一。（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5日电 记者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5日 6时 10
分，G8041次列车驶出大连北站开往
沈阳站。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拥
有全面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
组首次载客运行。

据介绍，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成功
研制，一方面，能够适应中国高速铁路
运营环境和条件更为复杂多样、长距
离长时间连续高速运行等需求，对保
持我国高速铁路可持续发展、推进高
铁装备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全面系
统掌握高速铁路动车组及关键装备的
核心技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另一方
面，能够根据世界各国高铁运营需求，
提供系列化产品和成套技术解决方
案，有利于中国高铁“走出去”。

中国标准动车组自2015年6月下

线以来，先后完成了整车型式试验、科
学实验、空载运行、模拟载荷运行等试
验考核工作，试验考核指标全部符合标
准规范和运用要求，标志着中国标准动
车组安全性、舒适性及各项性能指标以
及运用适应性、稳定性、可靠性、制造质
量均达到了设计要求，并通过了专家评
审，已具备载客运行的条件。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为了确保运行安全，中国标准动
车组进一步增加了主动安全与被动安
全措施。此外，为改善旅客乘车体验，
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乘车空间、空调系
统、行李架设置、车厢照明、无障碍设
施等方面均做了改进。

据悉，目前我国铁路投入运营的
动车组已有2470组，每天开行动车组
列车 4200 多列，安全运行里程超过
37.4亿公里，均居世界首位。

外交部举行吹风会
介绍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并主持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有关活动情况

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首次载客运行

创新 开放 发展 绿色
——点击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四大关键词

日本反省应是“八·一五”的不变主题

8月1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G8041次列车驶出大连北站。 新华社发

8月8日，在义乌同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外商汉语培训班，埃及客商埃勒赛义德（右）向老师陈旦学说“早上好”。浙江
省义乌市距离G20峰会举办地杭州不远，吸引了众多外商前来寻找商机。 新华社发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1

周年纪念日。如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的

那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天举行

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的致辞中，

不出意外地再次省去了对亚洲各国的

加害事实和对战争的反省。

众所周知，1995年 8月 15日，时任

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谈话”，其核心

是“战争责任”和“不战誓言”。从此后，

日本历任首相均在日本战败日的致辞

中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责任与

“不战誓言”。然而，安倍则“别具风

格”，对此选择往往“遗忘”。第二次担

任日本首相以来，安倍连续 4年在战败

日纪念仪式上不谈“加害”和“反省”。

去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安倍发表

战后七十周年首相谈话中提及“不战

誓言”，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晃一枪”。

纵观安倍政府过去一年所作所

为，其与“不战理念”相去甚远。人们

记得，谈话发表后一个月，安倍政权强

行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为行使集体

自卫权扫清法律障碍；在今年 7 月参

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赢得三分之二

以上议席，修宪指日可待。

反省，应该是“八·一五”不变的主

题。没有对过去错误的反省，任何未

来愿景都无从谈起，纪念“八·一五”不

应仅仅止于对死者的追悼，重走军国

主义老路才是对战死者最大的亵渎。

安倍不谈“加害”与“反省”，暴露

出安倍的“历史观”和“战争观”。自

2012 年上台以来，安倍带领日本正走

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日本军费连年上

升，军演不断，其防卫白皮书刻意渲染

夸大中国、朝鲜威胁，为扩军备战大造

舆论。近来日本甚至插手与自己毫无

关系的南海问题，打算浑水摸鱼，为军

事扩张寻找借口。安倍掌权四年来，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持续增加，2016 年

防卫预算甚至达到历史新高的 5 万亿

日元。安倍称提高军力、强化同盟意

在保护日本，只不过是托词借口。

安倍不仅不谈“反省”，反而倒打

一耙，痴迷于为军国主义“招魂”。15

日当天，安倍自己虽然没有参拜靖国

神社，但依然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

国神社献上了“玉串料”（祭祀费）。此

举是向日本右翼势力昭示“心向往

之”，其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昭昭然。

参拜也好，献祭也罢，究其实质，是肯

定侵略战争、否认“加害责任”和宣扬

一种把战争元凶奉为英雄的价值观。

而这，恰恰是对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贻

害的亿万亚洲人民感情的亵渎。

提起反省，世人都记得德国前总

统魏茨泽克的名言：“谁不反观历史，

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将

来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本人民坚守了

七十多年的和平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

毁于一旦，“反省”左右着这个问题的

答案。 （据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8月 15日，在抗
日战争胜利 71周年
之际，中日韩三国数十
名代表在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内的和平公园举
行国际和平集会等活
动，悼念南京大屠杀
30万遇难者，祈祷世
界和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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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王浩 张哲 闫阳

常常提审犯罪嫌疑人的女检察官
应该是什么样子？恐怕多数人的第一
印象是严肃的面孔、干练的发型。然
而，濮阳县检察院侦查监督局的“80后”
女检察官梁玉洁嘴角时常流露着微笑,
全身洋溢着一股青春向上的气息，激情
和执着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从事侦
查监督工作以来，梁玉洁始终坚守的一
个信念:决不放纵一个罪犯，也不冤枉
一个好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刚进
检察院时，梁玉洁心理压力特别大，害
怕适应不了检察工作，为了弥补自己业
务知识的匮乏，梁玉洁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时间，学习法律知识，学习检察业
务。她报名参加了法律专业的学习班，
每天起早贪黑，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地反
复揣摩一个个法律术语，仔细理解每一
条法律规范。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虚
心向同事们请教。平时工作忙，她就利

用中午和晚上大家都休息的时候看书
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刻
苦拼搏，梁玉洁终于顺利通过了司法考
试，变成了精通检察业务的“行家里
手”。

在濮阳县人民检察院，梁玉洁办公
桌可能是保持得最整洁、最干净的一
个。从检16年的她，对秩序、卫生的要
求之高，有时接近苛刻。她一直保持着
一个习惯，每天收工时都要对当天的工
作进行总结梳理，将未毕、紧迫事项逐
一列出清单，第二天按单干活；每办一
个案件，都要反复检查、思考，不放过一
个最小的疑点；法律文书中的每一个句
子，都要仔细掂量，不留下一个瑕疵。

审查逮捕时间短，任务重，梁玉洁
经常加班加点，在办理的多人多起重大
案件中，她总能够将复杂的、杂乱无序

的案件化繁为简，整理的有条理。梁玉
洁从不就案办案，不只局限于侦查机关
提请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批捕或不
捕的条件，而是全面细致的审查案件，
任何蛛丝马迹的疑点都不放过。基于
这种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梁玉洁完成
了一项项艰难的工作任务，攻下了一个
个棘手的案子，她的办案效率和质量都
是“杠杠的”。

就拿梁玉洁承办的“2012.9.26”特
大拐卖儿童案来说，此案的难度可不
小，3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名是彝族人，
说的是彝族语言。他们作案次数多，范
围广，厚厚的两本卷宗，还需要梁玉洁
在7天之内审查完毕。

梁玉洁并未因为案情复杂、卷宗材
料厚而草草审查一起犯罪事实达到批
捕条件批捕了事，而是将提请的3名犯

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被害人陈述、证
人证言等证据查微析疑。为了尽快地
查明案件事实，梁玉洁认真作犯罪嫌疑
人的思想工作，还联系公安机关从四川
省布托县公安局请来了一名彝族警官
当翻译。

在审查中，梁玉洁发现，在阿连阿
色拐卖儿童案中，侦查机关仅仅提请
了犯罪事实相对较清楚明显的犯罪嫌
疑人，而忽略了在该案中为其提供婴
儿的3名犯罪嫌疑人马布呷日、拿木莫
尔日、纳木只黑。经过仔细审查证据，
详细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梁玉洁向侦
查机关发出了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
见书，督促侦查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马布呷日、拿木莫尔日、纳木只黑，公
安机关遂对该 3名犯罪嫌疑人上网追
逃，并抓获归案提请濮阳县人民检察

院审查逮捕。
梁玉洁还发现阿苦么（莫）比作

（纳木只黑的妻子）、“什扎尔黑”、“阿
飞”、阿什呷尔、王守利有涉嫌犯罪的
嫌疑，在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马布呷
日、拿木莫尔日、纳木只黑的同时，她
向公安机关发出《侦查建议书》，调查
阿苦么（莫）比作（纳木只黑的妻子）、

“什扎尔黑”、“阿飞”、阿什呷尔、王守
利等人。公安机关根据该《侦查建议
书》，抓获了“阿飞”。

在审查嘿哈日古拐卖儿童案时，梁
玉洁发现嘿哈日古通过肖德锋介绍并
通过刁凤斌将阿连阿色带到山东的一
名婴儿卖给了刁凤斌的舅舅，肖德锋从
中获取了好处费，她遂向公安机关发出
《侦查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抓捕肖
德锋。

后在审查肖德锋一案时，结合之前
嘿哈日古供述的情况，梁玉洁发现肖德
锋是通过刁凤斌介绍并同其舅舅一起
从阿连阿色手中买到了该婴儿，并从中
获取好处费 3000元，刁凤斌的行为已
涉嫌拐卖儿童罪，遂又向公安机关发出
《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追捕刁
凤斌。其间，梁玉洁又督促公安机关根
据案件中的线索，成功解救了三名被拐
婴儿。

该案件在全省检察机关第四届侦
查监督精品案件评选中，被评为“全省
侦查监督十佳精品案件”。

监督使命永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