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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日本名古屋市长

河村隆之
5)

月
1)

日说! 他所领导

的减税日本党放弃寻求与"第三极#

势力日本维新会合并$

河村隆之告诉媒体记者! 他前

一天在一次会晤中把自己的决定告

知日本维新会党首石原慎太郎!但

将继续与对方磋商! 探讨在
)1

月

)+

日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可能的合

作$

河村隆之说!"有许多途径%帮

助"第三极%势力!在选举中制衡两

大传统政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

日本共同社解读! 减税日本党放弃

合并! 原因是与日本维新会政见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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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葡萄牙 &葡

华报' 报道! 近日!

6

名驻扎在北

部的国民护卫队
789

的警察因涉

嫌滥用职权向当地居民敲诈而被刑

警逮捕和起诉! 敲诈对象主要是当

地的华商$

为首的
9:; <;=>?

原本是
@;=?

A. B.CAD

派驻所的指挥官! 他在

部队里已经是恶名昭彰$ 另外
2

人

名字缩写分别为
E,B,

!

F,7,

和
E,

E,

! 都是派驻在
@;=? A. B.CAD

的

789

$

根据警方的报告! 这
6

人利用

职权在有交通违规( 例行检查等事

情开始向当地的商家敲诈! 逐渐演

变成受贿让 )大事化小 ( 小事化

无%$ 他们 "最喜爱% 的对象为聚

集在
@?G!;D=?

工业园区的华商! 但

是也有其他葡萄牙民众受到他们的

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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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法国主要反对党人

民运动联盟的主席选举结果公布两天

后! 法国前总理菲永
))

月
(*

日质疑

选举结果! 不承认自己败给该党总书

记科佩!并威胁将向法院提起上诉$

菲永当晚在法国电视一台新闻

节目中表示!他质疑
*+

日本党选举

委员会宣布的主席选举结果! 认为

自己赢得选举$ 他说!如果人民运动

联盟不指定由本党创始人( 前总理

阿兰*朱佩率领一个临时团队来暂

时领导本党! 他将 "在法院提起上

诉$ %他还表示!放弃担任主席职务$

菲永阵营认为! 选举委员会
*+

日宣布的结果并未计入海外属地新

喀里多尼亚以及瓦利斯和富图纳群

岛等地的
*,)-

张选票$ 如果计入上

述地区选票 ! 菲永应比科佩多
(.

票!应该当选$

科佩则断言! 菲永不会向该党

上诉委员会提起上诉$ 他说!如果那

样! 所有投票站的选票都需要进行

重新审查! 包括那些存在舞弊嫌疑

的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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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美国华盛顿白宫

玫瑰园 !奥巴马 "中 #在女儿萨沙

"右$的陪同下参加火鸡赦免仪式%

当日!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火鸡赦免仪式在白宫玫瑰园举行!

一只名叫科布勒的雄性火鸡被选

为今年的感恩节火鸡!获得奥巴马

总统亲自&接见'并宣布赦免!从而

幸免于成为感恩节大餐% 全美火鸡

协会估计!仅感恩节这一天 !美国

人就将吃掉
#$%%

万只火鸡%

新华社记者 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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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 许栋诚 "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任何外

来压力都无法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决

心$

有记者问+ 日本自民党昨天公

布竞选纲领! 提出增加军事支出 !

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华持强硬立场 !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任何外来压

力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决

心$

关于日本自民党竞选纲领提到

的涉军事内容! 华春莹强调+ )由

于历史的原因! 日本在军事安全领

域的动向对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始

终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 我们希

望日本反省历史! 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 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就日本政府当天正式任命木

寺昌人为新一任驻华大使答问时 !

华春莹表示! 中方正根据国际惯例

和相关程序处理日本驻华大使轮换

事宜 $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

难! 日方应以实际行动为妥善处理

和解决有关问题( 改善两国关系作

出应有努力$ 希望日本新任驻华大

使能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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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 熊争艳 许栋诚"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

日就日本外相有关钓鱼岛

问题的言论答问时强调! 中方从来

不承认( 不接受日方对钓鱼岛的非

法占据和所谓)实际管控%$ 中方一

直强调日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所

谓)存在%和)管控%是非法(无效的!

中方绝不会接受$

有记者问!据报道!

(*

日!日本

外相玄叶光一郎在美国 &国际先驱

论坛报'发表文章称!&旧金山和约'

规定! 美国政府将包括钓鱼岛在内

的岛屿管辖权作为)日本固有领土%

交付日本!而中国政府却不承认$ 因

此日本并没有否认战后国际格局 !

反而是中国不接受战后国际秩序 $

)日本为什么没有将钓鱼岛问题提

交国际法院仲裁% 这个问题应由正

在挑战现状的中国来回答$ 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日本外相有关言论

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 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

国对钓鱼岛主权拥有充分历史和法

理依据$ 中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全

面(详细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

她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

告' 是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结束战争

状态( 构建亚太战后国际秩序的法

律基础! 是中日之间解决战后领土

归属问题的法律基础$ 而日方依据

所谓的&旧金山和约'主张对钓鱼岛

主权!在法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被排除在旧金山和会之外 !不

是&旧金山和约'的缔约国$ 因此!

&旧金山和约' 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根本不是中日双方解决战后领土归

属问题的法律基础$

她说! 当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上不断采取挑衅行动! 本质上是日

本企图否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的效力!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她表示!关于日方所谓的)挑战

现状%!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要谈现

状!首先要搞清楚钓鱼岛的原状$ 钓

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原本就属于

中国$ 正是日方在甲午战争和美国

)归还%冲绳之后!窃取和霸占了中

国领土$ 第二!如果日方所谓的)现

状% 就是日方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据

和所谓)实际管控%!我要强调!中方

对此从来不予承认(不予接受$ 中方

一直强调日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

所谓)存在%和)管控%是非法(无效

的!中方绝不会接受$

她说!必须强调指出!造成目前

态势的根源在于日本没有彻底反省

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我

们要求日方必须放弃幻想! 正视现

实! 深刻反省! 拿出诚意和实际行

动! 为妥善解决当前事态和问题做

出切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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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

者 许栋诚 张媛"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经

中韩两国外交部门商定! 张志军副

部长与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安

豪荣将于
**

月
(.

日在北京举行第

五次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

话!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

机制系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于

())/

年启动! 每年轮流在两国举

行!今年是第五次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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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海军时报'

))

月
1)

日报道! 美军驻扎在海湾

地区的双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出现两

个月)断档%!在今年
)1

月至明年
)

月间!海湾地区将只有)斯滕尼斯%

号一艘美军航母$

由于)尼米兹%号航母推进系统

出现故障! 预计明年夏天才能完成

维修!原本定于明年
)

月前往海湾(

替换)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计划被

迫推迟$ )艾森豪威尔%号则将于
)1

月提前回国! 其维修工作预计于明

年
1

月完成$ )艾森豪威尔%号回国

维修期间!)斯滕尼斯% 号将是唯一

一艘驻扎海湾的美军航母! 这是自

1H5H

年
5*

月以来! 美军在海湾的

双航母战斗群编制首次出现 )断

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