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运输安全局确认

西澳海岸发现物体
与失联客机无关

据新华社澳大利亚珀斯 4 月 24 日电 （记者
王小舒 徐海静）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24 日报
道， 澳运输安全局确认 23 日在西澳大利亚州首
府珀斯以南发现的疑似物体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失联的MH370航班客机无关。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局长马丁·多兰在澳大
利亚广播公司 24 日早间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西澳大利亚警方交给我们关于
这一物体细节的图片， 我们认为这并非搜寻
MH370航班的线索。 ”

23日下午，澳大利亚搜寻马航 370 航班联合
协调中心发表声明说， 西澳大利亚警方报告在珀
斯以南的奥古斯塔镇以东 10 公里处发现一件被
冲向岸边的物体， 该物体被怀疑与失联的
MH370航班有关。

物体照片随后被送往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进
行分析。 同时， 照片也被提供给马来西亚方面国
际调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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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推荐对象简要事迹
一、全国模范军转干部

孙有德 男，汉族，吉林双辽人，1959
年 10 月出生，1978 年 2 月入伍， 原系武警
海南总队后勤部营房物资处处长，2005 年
转业，历任司法厅助理调研员、省美兰监狱
副监狱长， 现为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
离戒毒所党委书记、所长。 任现职以来，带
领全所人员圆满完成各项建设并建成全省
一流戒毒所， 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
2013 年底被省司法厅推荐为“全国司法行
政系统先进集体”，个人先后荣立三等功 1
次、一等功 1 次。

张 克 男，汉族，河南新安人，1973

年 5 月出生 ，1993 年 12 月 入 伍 ， 原 系
92830 部队司令部直属工作处副营职干
事，2007 年转业， 现为中共海南省委群众
工作部来访接待处主任科员。转业以来，共
接待上访群众 865 批次，9329 人次，先后荣
立三等功 2 次，优秀党员 2 次，被评为省应
急管理和省涉军维稳先进个人。 2012 年 5
月， 在处置一起因上访问题欲跳楼的重大
信访事件中，不顾个人安危，冲上 24 楼顶
层将上访人紧紧抱住，安全带离现场，其先
进事迹受到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表扬，
并在全省信访系统通报表彰。

二、全国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

海口市委组织部 多年来，该单位坚持
以中央政策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为统揽，讲政治，强创新，重服务，着力打造阳
光安置工程，推行安置“三公开”：安置岗位公
开、考试考核成绩公开、安置结果公开；做到
“三纳入”，即纳入党风廉政建设、纳入政风建
设、纳入政务公开。 2000年以来，共妥善安置
副团职以上军转干部 338名， 为海口市连续
七年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做出了积极贡献。

海南省司法厅人事警务处 2009 年

以来， 该处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牢固树立政治任务意识，按照专业对
口分配、双向选择、基本条件和照顾性分配
等原则，严格程序，热忱服务，先后妥善安
置了 39 名师团职转业干部和 98 名营以下
及专业技术干部， 连续五年超额完成省委
省政府下达的军转安置任务。

三、全国先进军转工作者

罗海波 男，壮族，广西天等人 ，1962
年 10 月出生 ，2009 年 12 月任省军转办

主任。 2010 年以来，先后组织起草并经批
准出台 《海南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实施
细则》等安置新规 ，动员基层市县拿出近
20 个领导岗位接收安置师团职军转干
部 ， 帮助 100 多名重点安置人员有效落
实单位，全省 1886 名计划分配军转干部，
96%以上安排进行政 、参公单位 ，安置质
量位居全国前列 。 协调将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纳入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范
围， 为 1117 名企业军转干部发放生活困
难补助 、 公益性岗位工资补贴和缴纳养
老和医疗保险费等近 8000 万元， 全省未

发生一起群体性赴京非正常上访事件 。
连续 4 年年度考核评为优秀 ， 受嘉奖 3
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 ，2011-2013 年
被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周 捷 男，黎族，海南三亚人，1975
年 2 月出生，2013 年 10 月任三亚市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2008 年从
事军转安置工作以来， 两次对三亚市军转
干部考试选岗模式进行了改革创新， 率先
在全省实行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网上签到制
度， 主动做好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办理限价
房申报手续、核发补助补贴工作，为企业军
转干部核发各类补助 900 万余元， 缴纳养
老及医疗保险近 40 万元，协调救助重病患
者、生活特困人员 71 人次，三亚市连续四
年实现企业军转干部赴省上访零记录。

海南省军官转业安置领导小组
关于拟推荐第六次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军转工作者表彰对象的公示
根据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

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军转工作者评

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国转联〔2013〕3
号），经各市（县）、各单位自下而上、逐级推
荐，省军官转业安置领导小组研究审核，并报
省政府同意， 我省拟推荐全国表彰的模范军

转干部 2名，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 2个，先
进军转工作者 2名。 现予公示，接受监督。

公示时间：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14
年 5 月 1 日，共 7 天。

公示电话及传真： 0898-65200875
通讯地址： 海口市国兴大道 9 号省政

府办公楼 351 室
邮政编码：570100

对拟推荐表彰对象若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间以电话、传真、信函等形式向海南省军转
办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况
须客观真实， 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

加盖单位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
应署实名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

海南省军官转业安置领导小组
2014 年 4 月 22 日

附件：

奥巴马首次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外媒认为

美对日妥协意在 TPP 谈判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24 日访问日本期间就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表态，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此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美同盟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

安排， 不应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正当权益， 中方坚决反对把钓鱼岛作为
《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奥巴马首开恶例
奥巴马 23 日抵达日本开始访问。

他 24 日上午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 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奥巴
马强调美国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没
有立场。

奥巴马称，《日美安保条约》 第 5
条共同防卫条款适用于所有日本管辖
下的地区，“包括尖阁诸岛（即中国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奥巴马称，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
现状。

奥巴马解释，自己的表态不是一
个新的立场， 而是一个持续一致的
立场，因此自己并没有划出“新的红
线”。

奥巴马是首位公开表示钓鱼岛适
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美国总统。 英
国广播公司 23 日警告，在中日关系方
面，日本在得到奥巴马的公开支持后可
能会在主权争端方面变得更强硬、大
胆， 很可能作出挑战中方底线的行为，
从而导致局势恶化。

美国有何考虑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杨

伯江说，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作出此类政
策宣示，至少在表面上美国支持日本的
姿态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不过，杨伯江
同时认为，美国在深层次上主要有三点
考虑。

杨伯江认为，首先，美国希望借
此加强对地区局势的威慑力度，防止
局势升级，包括钓鱼岛局势。 其次，美
国意在安抚日本和其他地区盟国，巩
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同盟网络。
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要兑现对日本

的安全承诺，具有示范效应，意在消
除日本和其他盟国的担心、即美国出
于对美中关系的考虑而不履行对它
们的安全义务。

杨伯江说，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注
意到日本希望强化防卫能力、在战略上增
加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倾向。美国决心遏制
这一倾向，继续在战略上控制日本。

美国政府官员说，这次亚洲访问以
及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政策并非针
对中国；同时，奥巴马并不会寻求亚洲
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A

B
4月 24日，在日本东京迎宾馆，到访日本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美智库研究员批华盛顿外交政策

招怨中俄为华盛顿最大战略错误
美国智库凯托学会资深研究员泰

德·卡彭特日前在美国《国家利益》期刊
上发表题为《华盛顿最大战略错误》的
评论文章，认为华盛顿在外交政策问题
上正处于犯下关键错误的边缘： 同时
“招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

美俄、美中关系达到报警水平

卡彭特认为， 在过去大约一年时间
内，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双边关系
已经到达“报警水平”。 这一动向可能
给华盛顿制造出巨大的地缘政治麻烦，
除非贝拉克·奥巴马政权采取及时的纠
正措施并确定更加连贯的优先权。

文章说，先前，美俄关系已经因叙利
亚、伊朗等问题摩擦不断；今年的克里米
亚危机更是让美俄从业已冰冷的局面走
向冰冻。 美国及其欧盟盟友向俄罗斯施
加经济制裁， 而克里姆林宫则反施制裁
作为回应。 “从华盛顿和莫斯科传出话
语之敌对，系冷战结束以来所未见。 ”不
止是言语相对， 美国还向北约的东欧成
员国部署部队，试图压制“俄罗斯扩张

主义动向”； 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团队中
的鹰派甚至公开鼓吹要向乌克兰直接派
驻军队并辅以军事援助。

在对华关系上，卡彭特认为，华盛顿
与北京的关系已经明显变得更加容易起
争议，这一点在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
尔 4月上旬访问中国时尤为突出。

“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正越
来越多地惹恼中国，特别是，就中国与周
边国家在南海和东海的有争议问题，华
盛顿的立场尤为招人不满。 从北京的角
度看，奥巴马政权展现的是美国对日本、
菲律宾等国拙劣的支持。 ”

只会把俄中推得更近

卡彭特说，从美国国家利益看，美国

与中俄关系的持续恶化远非“有一点令人
不安”的程度。 这种关系打破了美国前国
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冷战时期的重要告
诫。 基辛格在 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白
宫岁月》第一卷里强调了地缘政治基本原
理：“我们与潜在对手们的关系应该是这
样的： 我们给他们中每一个的选择权，始
终要比他们相互之间的选择权更大。 ”

尼克松政府推动美国与中国恢复正
常关系正是基辛格这套理论的反映。 卡
彭特进一步解读说：“按基辛格的理论，
美国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华盛顿与北京、
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始终比他俩之间
的关系更加紧密。 这在当时是一个好战
略，现在也是一个好战略。 ”

但是，文章说，“奥巴马政权的笨拙
外交政策却有可能催生一个不同的、一

个更加不愉快的局面。 华盛顿的做法也
许只会把俄罗斯和中国推得更近， 让他
们放下分歧……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
力和担忧”。

修复与两国的关系为重

文章说， 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莫
斯科和北京敢于抵制美国主导的西方意
见， 而美国外交官却因此大发外交脾气，
抛出刺耳和对抗性腔调，有时是没有必要
的。 卡彭特举例说，在一份涉及叙利亚问
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表决中，中俄
投下反对票， 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
珊·赖斯随后大谈“反胃”、“可耻”、“不
可原谅”，“那样的态度招致莫斯科和北
京的尖锐斥责丝毫不让人觉得惊讶”。

对于美国现行外交政策， 卡彭特认
为，最理想的选择，是修复与两国的关系。
“奥巴马政权的官员们即便不能同时让双
方都接受，也至多只能选择一个作为指定
对手，而不是同时招怨两个政府。 ”

卡彭特说， 美国政府应当明确政策
的优先选项并作出选择。 政策制定者们
需要自问一系列重要问题： 哪个国家对
美国更加重要？ 哪个国家更有可能伤害
美国的利益？ 等等。

“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卡
彭特说，“作出如此复杂的评估是制定
任何有效外交政策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回避这个问题而冒险地把莫斯科和北京
都作为对手……不是明智选择。 沿着这
条路走下去只会遭遇挫折和潜在的灾
难。 ” 凌朔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搜寻 马航MH370航班

日美同意重启 TPP 部长级谈判
新华社东京 4月 24日电 （记者许

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4 日与到访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日美两国同意继续就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进行部长级
谈判， 努力就关键问题尽快弥合分歧
并达成协议。

由于日美在 TPP谈判中仍未达成
协议，因此两国未能在首脑会晤后如期
发表共同声明。对此，安倍表示，日美两

国贸易谈判代表将在 24日晚些时候继
续就 TPP谈判中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讨
论，并计划在“得出结论后”发布联合
声明。 他表示，将和奥巴马一道敦促两
国谈判人员加快双边贸易谈判进程。

奥巴马表示， 在农产品及汽车的
市场准入条件等关键问题上， 日美两
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据此前日本媒体援引谈判方的消
息称，日本在大米、小麦、白糖、奶制

品、 牛肉和猪肉等产品进口关税上的
态度， 是导致两国未达成协议的分歧
点。 此外，美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保持
对日本汽车的进口关税， 这也对两国
达成共识构成阻碍。

此前，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
表示， 由于在农产品和汽车的市场准
入条件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
议， 日美不会在两国首脑会晤上就
TPP达成广泛双边共识。

奥巴马访日“没胃口”
新华社专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3 日晚设宴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 希望借机增进双方私
人关系，但媒体报道，两人谈话相当
正式，奥巴马在晚餐进行到一半就放
下筷子。

日本东京广播公司 24 日报道，
安倍将晚餐安排在顶级寿司店 “数

寄屋桥次郎”，但奥巴马却无意闲聊
和品尝美食， 直接与安倍谈起贸易
问题。

在媒体发布的照片上， 奥巴马和
安倍并肩坐在餐台前， 安倍还为奥巴
马斟酒，两人都未打领带。

同在餐厅内的一家烤鸡店老板对
东京广播公司说， 奥巴马在晚餐进行

到一半时就放下筷子。 此外，“数寄屋
桥次郎”一名寿司大厨说，两位领导人
的谈话相当正式。

与奥巴马不同，安倍胃口不错，品
尝了大厨小野二郎准备的大约 20 道
寿司。

奥巴马在晚餐后对记者说，“这里
有一些不错的寿司”。 安倍则称，两人
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24 日
拒绝说明奥巴马在晚餐中吃了多少。

美此举意在经济？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 美国在安全问

题上作出妥协，很可能换来日本在《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上的让步。

美国和日本原本希望，在奥巴马访
日期间宣布两国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
伙伴协定的双边谈判中达成广泛共识，
但两国最终承认在农产品和汽车的市
场准入条件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较大

分歧，这一愿望落空。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 23日

敦促日本作出进一步让步。 现阶段，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进展缓慢。奥
巴马说，贸易谈判一向敏感，为达成协议，
他和安倍都必须解决国内问题。“安倍得
搞定他的政治，我必须搞定我的，”奥巴
马说。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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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沉船事故追踪

第三名遇难中国乘客
遗体找到

据新华社韩国珍岛 4 月 24 日电 （记者彭茜
杜白羽）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24 日确认，韩国失事
客轮“岁月”号上失踪中国女乘客韩某的遗体已
被找到，使馆正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新华社记者了解到， 这名韩方打捞出的第
158号遇难者，经家属确认系中国女乘客韩某。

截至目前，客轮上 4 名中国乘客中已有 3 人
确认遇难，分别为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目前仍有
一名中国女学生失踪。

一名阿警枪杀
三名美国人

新华社专电 阿富汗一名警卫 24 日在首都
喀布尔西部一家医院外朝医院员工开枪， 致死 3
名美国人。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西迪克·西迪基说，枪击
发生于“治愈国际医院”，一名警卫 10 时左右朝
进入医院的外国人开枪，3人遇难，一人受伤。

阿富汗卫生部长苏拉娅·达利勒证实，死者为
一名在治愈国际医院工作 7年的儿科医生和一对
前来找他的美国父子，另一名美国护士受伤。

美国大使馆在社交网站上证实：“我们确认 3
名美国公民在治愈国际医院的袭击中遇难。 ”

4 月 23 日，日本宇航员若田光一（左）协助
完成太空行走的美国宇航员史蒂夫·斯旺森返回
国际空间站（美国航天局视频截图）。

两名美国宇航员 23 日实施了一次时间较短
的太空行走， 成功更换了国际空间站外一个出现
故障的备用电脑。 新华社 /法新

美宇航员太空行走
更换故障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