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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时表示

我们支持非方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两
国元首赞扬两国传统友谊和合作成果，
决心共同努力，促进两国关系全方位发
展，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
前迈进。

习近平表示，去年 3 月我访问刚果
共和国时，受到刚方热情接待，贵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令我至今难忘。

我同萨苏总统就建立和发展中刚团结互
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这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择。 今年是两国
建交 50 周年，双方要共同努力，承前启
后，推动中刚关系更快、更好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刚双方要密切政府、
议会、政党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保
持高水平政治互信，就共同关心的重大
问题加强沟通和配合，推动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双方要开拓进取， 充分挖掘互补优势和
增长潜力，继续搞好“石油、信贷、工程”
一揽子合作框架下项目， 积极探讨新的
合作模式，扎实推进合资银行和刚方铁
路、港口、民生等建设工程。 双方还要促
进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友好感情。

习近平强调， 中方将积极落实去年
我访非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关系
理念。 同时， 我们支持非方以非洲方式
解决非洲问题， 愿为非洲实现和平、稳

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刚果共和国在
非洲有重要影响力，萨苏总统是非洲资
深政治家，中方愿同刚方携手推动中非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萨苏表示， 中方长期以来积极支持
和帮助刚果共和国经济建设，改变了刚
方的国家面貌，刚方深表感谢。 刚方正
致力于加快国家发展，希望扩大同中方
合作，持续推进一揽子合作项目，欢迎中
国企业参与刚方钾盐资源开发、 基础设

施建设和经济特区发展。 刚方愿意同中
方加强在联合国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

萨苏表示， 中国的发展为非洲国家
提供了榜样。刚方对非中关系充满期待，
支持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各项合作倡
议，希望在中国朋友支持和帮助下，非洲
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稳定、发展。

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涉及经贸、 基础设施建
设、融资、银行、文化等领域。

国防部公布
中日军机相遇真相

中国军机在我近海空域遭日 F-15飞机近距离跟踪
日机采取危险动作挑衅，并欺骗国际社会，纯属恶人先告状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王经国）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 12日表示，日方 11日
炒作中国战机“异常接近” 日本自卫队侦察
机，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这是日方继 5月 24日
妄称我军机“异常接近”日机后再次进行的无
端指责，旨在进一步欺骗国际社会，抹黑我国
我军形象，制造地区紧张气氛。 日方这种恶劣
做法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纯属恶人先告状。

耿雁生说， 事实的真相是十分清楚的。
11日，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在东海防空识别
区进行例行巡逻，10 时 17 分至 28 分， 中方
图－154飞机在我近海有关空域正常飞行时，
遭到日 2架 F－15飞机抵近跟踪，最近距离约
30米，严重影响中方飞行安全。同日上午，日自
卫队YS－11EB和OP－3侦察机各 1架在东
海防空识别区内进行侦察活动。 根据相关规
定，中国空军出动 2架歼－11飞机对日机进行
了识别查证， 与日机距离保持在 150米以上。
中方飞行员的操作是专业的、规范的，并保持
了克制。 日方飞行员的做法是危险的，具有明
显的挑衅性质。

耿雁生表示，长期以来，日方对中方舰机
近距离跟踪监视和干扰， 危害中方舰机安全，
是引发中日海空安全问题的根源。 但日方不但
没有深刻反省自身错误，反而时常发表不负责
任的欺骗煽动言论，对中方恶意攻击，是别有
用心的，完全暴露了其在对华关系上的虚伪性
和两面性。 日方应就此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
澄清。 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外交部回应中日军机“异常接近”

日方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我驻日本大使程永华驳回日方交涉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王
慧慧、白洁）关于日方炒作中日军机“异
常接近”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回应说， 这次在东海空域出现的紧张
事态，完全是由于日方飞机对中方飞机
采取危险动作造成的。 日方罔顾事实，
倒打一耙。

华春莹在当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说：“日方大肆造谣污蔑和公开炒作，渲
染所谓‘中国威胁’，中方对此表示坚决

反对，并提出强烈抗议。 ”
她说，这已经不是日方第一次贼喊

捉贼，倒打一耙。 长期以来，日方对中方
舰机进行了近距离跟踪监视和干扰，严
重危害了中方舰机安全，这是引发中日
海空安全问题的根源。 “但日方不思反
省， 反而时不时发表歪曲事实的言论，
恶意攻击中国，刻意欺骗世界。 我们不
禁要问，日本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 ”

华春莹表示， 联系到近期日本一系

列修宪扩军行动，大肆渲染地区威胁，制
造紧张对立， 中方有必要对日方的真实
意图保持清醒和高度警惕。 日方应诚实
地向国际社会说明其真实意图。 中方保
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据新华社东京 6 月 12 日电 中国
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12 日驳回日方就双
方军机抵近飞行事提出的交涉， 并就日
本自卫队飞机对我军机采取抵近干扰等
危险挑衅行为表明严正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说

香港事务纯属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王

慧慧）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干涉或指手画脚。

有记者问，6 月 10 日， 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据报道，美国
国务院、 英驻港总领馆昨日对此作出表

态。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香

港回归以来， 保持了繁荣、 稳定和发展，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取
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 中国政府发表《“一国两
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
全面阐述了中央对香港一以贯之的基本

方针政策， 有助于各方加深对“一国两
制”和基本法的全面认识和了解。

她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
外国干涉或指手画脚。 ”

她说， 建议有关国家相关人士好好
看看白皮书， 多做对香港繁荣稳定有益
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日方指责我在西沙群岛正常作业别有用心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王

慧慧、刘东凯）针对日本众议院外务委
员会指责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正常作业
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表
示， 日方的做法违背国际法和基本历
史事实，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别有用

心的。
华春莹在当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答问时说：“西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
土，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 ”她说，二战
结束后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西沙
群岛，依据的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
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 11 日就南

海问题通过一项决议， 罔顾事实指责中
国在西沙群岛的正当作业活动， 决议妄
称中国在西沙群岛进行石油钻探活动加
剧紧张局势。

6月 11日，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例行巡逻，10时 17
分至 28分，中方图 -154飞机在我近海有关空域正常飞行时，遭到日 2架 F-15
飞机抵近跟踪，最近距离约 30米，严重影响中方飞行安全。 同日上午，日自卫队
YS-11EB和OP-3侦察机各 1架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进行侦察活动。

（来源：新华网）

6月 12日，2万吨水泥自卸船停靠在山船重工的造船码头。
当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国外船东建造

的第二艘载重 2万吨水泥自卸船顺利交付。据介绍，山船重工共为这家船东建造 4
艘同型水泥自卸船。 该船长 157米，宽 25.5米，深 13 米，配有一套先进的自卸装
置系统。 新华社发（王寒植 摄）

河北山船重工 2万吨出口水泥自卸船交付

他们，回家了！
———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部分
遗骸在云南腾冲归葬

���� 新华网云南腾冲 ６ 月 １２ 日电（记者 侯文坤）
１２ 日，云南腾冲，清晨时分，暖暖的阳光照在这座
边疆县城，此刻如此安宁平静。

这一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阵亡将士“回
家了”，英烈们的部分遗骸和墓地的圹兆土（即墓
地的泥土）分别装于 ２４ 个骨灰罐，归葬在云南省
腾冲国殇墓园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

据介绍，本次活动原计划从缅甸南坎、八莫、
腊戌、芒友寻取中国远征军遗骸。但由于客观条件
所限， 最终寻取到了原葬于南坎的 ４２５ 位阵亡将
士的部分遗骸和原葬于八莫的 ２１０位阵亡将士的
部分遗骸，按照民间习俗火化后分别装于 ２２ 个骨
灰罐，以及腊戌、芒友阵亡将士墓地圹兆土分别装
于 ２个骨灰罐。

９时 １０分许，司号者吹奏起安魂曲，身着黑色
中山装的护灵者手捧骨灰罐，在手执黑伞的另一位
护灵者护卫下，缓步走到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
纪念碑前，随后将骨灰罐安放在墓地的地宫中。

碑塔高耸、乐声低回，浑重而肃穆，近千名素
衣简装的人们，静穆庄严。青山为证，他们，“回家”
了！归葬仪式间，树上蝉声未断，呜咽含悲，它们似
乎在向世人诉说着这段历史。

中国远征军是 １９４２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
阶段、为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和抗战“输血线”而
出征滇缅印、抗击日军的英雄部队。从中国远征军
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 ３年零 ３个月，中国投
入兵力总计 ４０万人，伤亡近 ２０万人。

中国远征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
中缅印地区的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是抗战以来中国军
队第一次主动的战略反攻并取得彻底胜利， 更是
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笔。

２０１４年，时逢滇西抗战胜利、中国远征军光复
腾冲 ７０年。７０年前，中国远征军经过浴血奋战，从日
本侵略者手中夺回腾冲。 国殇墓园安葬了当年收复
腾冲战斗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以及 ２０１１年迎
回的 １９位在缅甸阵亡远征军将士遗骸。 如今，这些
中国远征军英烈与他们的战友终于安葬在一起。

6 月 12 日，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身着黑色
中山装的护灵者手捧骨灰罐肃立。 新华社发

东莞“扫黄”初战告捷
43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其中 14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新华社广州 6 月 12 日电（记者陈冀）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的广东东莞“扫黄”行动目前已初战
告捷，涉嫌充当“保护伞”或存在失职失察、渎职
问题的 43 名公职人员被问责，其中 14 人被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今年 2 月 9 日以来，广东省东莞市以刮骨疗
毒的决心和铁腕整治的力度，开展了打击“涉黄”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截至 6月 10日，东莞市共立
“涉黄”刑事案件 244 宗，查处“涉黄”治安案件
442宗， 抓获犯罪嫌疑人 661人、 处理违法人员
1293人，对涉嫌充当“保护伞”或存在失职失察、
渎职问题的 43 名公职人员进行问责，其中 14 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在扫黄专项行动中， 东莞公安部门对媒体曝
光的娱乐服务场所掀起“重点严打”战役；对循线
查获的 8间场所掀起“深挖扩线”战役；对招嫖网
站掀起“网络清污”战役；对现行的“涉黄”违法
犯罪进行暗访严查， 对 2 月 9 日以前查办的案
件、线索逐一梳理倒查，对 2 月 9 日以来办理的
案件进行逐一督办或异地用警查办， 坚决做到
“主要犯罪嫌疑人不抓获不放过、 团伙骨干和利
益链不打掉不放过、保护伞不挖出不放过”。

中科院通过院士章程修订稿
改革院士遴选退出等机制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吴
晶晶）正在此间举行的中科院第十七次
院士大会表决通过了 《中国科学院院
士章程》修订稿，对院士遴选、退出等
机制进行了修改。

在院士遴选渠道上， 过去有关部
委、国内各科研机构、高校及各省、自治
区、 直辖市等都可以推荐院士候选人。
修订后的章程规定院士候选人只有院
士推荐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渠道，
学部主席团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立
候选人特别推荐小组， 不受理本人申
请。 有效候选人由学部主席团审定。

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过去每
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 60名。 新修订的
章程改为 “增选名额及其分配在保持
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学部主席团根据
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趋势确定”。

过去院士候选人仅由候选人所在
学部范围投票选举，新章程增加了“终
选”机制，规定新当选院士由具有投票
权的全体院士投票产生。 选举实行等
额无记名投票，获得赞同票数超过有效
票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

在院士退出机制上，除了保留“院
士加入外国国籍后， 即为自动放弃院士
称号”的规定外，新章程还规定，院士有
权放弃院士称号，并且增加了“劝退”的
机制，规定“当院士个人行为严重违反科
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严重损害院士群
体和学部声誉，劝其放弃院士称号。上述
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及危害国家利益，触
犯国家法律的，撤销其院士称号。 ”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本次《中
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的修订，为改革院
士遴选制度、 优化学科布局和年龄结
构，健全退出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
国科学院将依据新的章程，修订和制定
相关实施细则，积极稳妥推进改进和完
善院士制度工作。

我国的院士制度是党和国家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集中体现。 从当前实
际情况看，院士称号的学术性、荣誉性
受到了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影响，院士增
选也难以有效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进完善
院士制度的任务。 此次是《中国科学院
院士章程》第 8次修订。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原因查明

20名政企责任人被追责
据新华社兰州 6 月 12 日电（记者

王衡、连振祥）记者从 12 日下午举行
的兰州市“4·11”局部自来水苯超标
事件调查结果通报会上获悉，造成兰州
自来水苯超标原因已经查明，20 名兰
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兰州威立雅水务
公司和兰州石化相关负责人被追责。

2014 年 4 月 11 日， 兰州市发生
局部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受影响区域为
西固区、安宁区，两区常住人口 64.67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7.76％。

经专家论证、调查组认定，此次自
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供水安全责任事件。

造成此次局部自来水苯超标的直
接原因是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 4 号、3
号自流沟由于超期服役，沟体伸缩缝防

渗材料出现裂痕和缝隙，兰州石化公司
历史积存的地下含油污水渗入自流沟，
对输水水体造成苯污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部门对兰
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西固区人民政
府、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兰州石化 20
名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 还责成兰州
威立雅水务公司、兰州石化公司，对相
关责任人作出经济处罚。

此外，相关部门还责成兰州威立雅
水务公司、兰州石化公司、兰州市人民
政府及相关部门、西固区人民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责成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汲取教训，督促兰州石化公司尽快彻
底切断污染源，消除安全隐患，并承担
相关费用。

环保部开出 4亿罚单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 环保部

今天通报， 对沈阳华润热电公司等 19
家公司和多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
办， 对黑龙江鸡西等 5 个地市实施区
域限批。 作为享受国家脱硫电价补助
最多的企业之一的华润电力旗下有 3
家企业被通报。

环保部在今天启动的八部门环保

专项行动上决定，因排放数据造假或长
期超标排放，对包括沈阳华润热电在内
的三家华润电力企业以及神华、 中石
油、 中电投、 大唐等企业所属的共 19
家电力企业挂牌督办。

环保部表示，对华润等 19 家企业
将处罚脱硫电价款或追缴排污费合计
4.1亿元，处罚结果将向社会公开。

6月 12日，湖北省恩施市国家税务局芭蕉分
局工作人员展示“便民服务Q平台”宣传卡。

该平台由专人管理， 具备在线提供远程安装
税务软件、解答税收疑难问题、政策咨询、税务资
料传送等功能。 新华社发

湖北恩施国税局启动
“便民服务 Q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