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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加达4月22日电（记者
周檬 徐剑梅）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
雅加达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表示，我们纪念万隆会议60
周年，具有重要时代意义。我愿同你一
道努力，开好这次会议，继承和弘扬万
隆精神，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友
谊、合作。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印尼建交65
周年，你上个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
事访问，我们要共同努力，推动双方达
成的共识更多更快地转化为实际成
果。我们要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的良
好势头，加紧落实两国业已达成的协
议，加快两国发展战略对接，通过综合
手段推动贸易平衡，执行好双边本币互

换协议，加强航天、海上、科技等领域务
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中方愿鼓励更多
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参与印尼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鼓励更多中国公民赴印尼
旅游。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
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中的合
作，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
全球性议题上的协调。中方将继续支

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本地区
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佐科对习近平来印尼出席亚非领
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
表示欢迎。印尼希望扩大同中国各领
域的合作，愿深入研究探讨中方“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和印尼新的发展
战略给双方合作带来的契机，欢迎中方

加大对印尼基础设施的投资。
会见后，习近平和佐科见证了两国

高速铁路项目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见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新闻公
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
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时表示

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据新华社雅加达4月22日电（记
者田帆 孟娜）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
雅加达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

习近平指出，去年你两次访华期
间，我们就推进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达成广泛共识。希望双方继续努
力，不断打造两国合作新亮点。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看待中缅关系，愿同缅方保
持高层交往。我们愿同缅方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战略合作。我们赞
赏缅方对“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等合作倡议的支持，愿在上述合作框
架内推动中缅公路、伊洛瓦底江陆水联
运等互联互通项目，积极推进农业、电
力、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
为缅甸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双方要以今年两国建交65周年
为契机，加强文化、教育、青年、媒体等

领域交流合作，积极营造中缅友好的社
会环境。

吴登盛表示，缅中两国有着传统的
胞波情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在各领域
对缅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新形势下，
缅方致力于密切两国各层级友好交往，
提升两国各领域合作。缅方支持并愿
积极参与中方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希望中方通过丝
路基金等参与缅甸基础设施建设。缅
方赞成密切两国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

在谈到缅北局势时，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通过和谈寻求缅北问题政治
解决的努力，希望尽快看到缅和平进程
新局面。吴登盛表示，缅甸政府致力于
维护缅北地区和平稳定与人员安全，将
在推进政治对话的同时，加紧该地区的
重建。

习近平会见
缅甸总统吴登盛

新华社雅加达4月22日电（记者
陈贽 刘华）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雅
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
日关系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
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
展。去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集中
体现了这一思想。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
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
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
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习近平强调，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
积极的政策。我们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
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
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
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
识。双方要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增进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中国提出建
设“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的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
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为国际
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两国领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安倍晋三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习
近平主席，我十分希望改善日中关系。
日中关系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
平与发展。我完全同意日中两国发展互
不构成威胁。日方愿意落实双方去年达
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积极推进两国各领
域的交往与对话，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
解。我和日本内阁已在多个场合承诺，
愿继续坚持包括“村山谈话”在内以往历
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这一立场
不会改变。日本决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
路。日方认识到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投
资有巨大需求，愿基于这一认识同中方
探讨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4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邀请出席亚非领导人会
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尼西亚内政部长库莫罗和财政部长班邦代表印尼政府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
和夫人彭丽媛。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日本不同党派的106名国会议员22
日上午集体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
位的靖国神社。前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

对于日本议员的集体参拜行为，韩
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

靖国神社“春祭”
议员集体参拜

这106名议员是日本跨党派国会议
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成员，
包括自民党、民主党、维新党和次世代党
人士。当天的参拜活动由这一团体会长
尾辻秀久率领。

自民党前众议院副议长卫藤征士
郎、民主党参议院干事长羽田雄一郎、次

世代党党首平沼赳夫等在参拜之列。日
本政府方面，环境副大臣小里泰弘、文部
科学政务官赤池诚章、环境政务官福山
守当天也进行了参拜。

安倍21日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
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真榊”。共同社
评述，这意味着他在今年“春祭”期间不
会前往参拜。而在同一天，他的特别顾
问卫藤晟一参拜了靖国神社。

“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
社每年例行“春祭”和“秋祭”期间以及8

月15日都会参拜。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

内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
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
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
国等亚洲国家关系恶化。

韩国政府22日强烈谴责日本议员
的集体参拜行为。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声
明中说：“我们不禁对日本主要议员参拜
靖国神社表达深深失望和遗憾，那是对
日本殖民侵略和侵略战争的美化。”

希望日方
顺应国际社会正义呼声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2日表示，中方
坚决反对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洪磊说，在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敏
感年份，希望日本政治人物秉持正确历
史观，多做有利于同亚洲邻国实现和解、
增进互信的事，而不是相反。

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亚非领

导人会议上表示对二战深刻反省，洪磊表
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今年是二战结
束70周年，国际社会普遍希望日本能够
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以此推进与亚洲邻
国的和解，取信于国际社会。中方希望日
方能够顺应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此前安倍暗示，在定于今年8月发表
的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中，他可能不会就
日本过去的侵略史作出直接道歉。

当被问及谈话稿中是否会写入“侵
略”、“道歉”等表述时，安倍回答：“既然
我已经说过我会继承这些表述，就没有
必要把这些表述再写一遍。”

对于二战时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中
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而言，“道歉”等表述
是衡量日本悔过反省与否的重要标志。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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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百余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中方坚决反对 韩国强烈谴责

时隔一年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21日至24日再访印度尼西亚，并
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
年纪念活动。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此
访将进一步提高两国的经贸与互联互
通合作水平，对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
设和东南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印尼是由超过1.7万个岛屿组成的
群岛国家，人口众多，是东南亚最大的
经济体。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
印尼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顺风车，
已连续多年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

中印尼双边贸易过去5年蓬勃发
展，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尼非油气领域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双边贸易额
为635.8亿美元。

中国对印尼的投资起步较晚，但增
长迅速。2014年中国对印尼落实投资
总额 8 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

169％，投资增幅连续两年超过100％。
中印尼两国的基建合作也呈积极进

取之势。截至2013年，印尼已连续3年
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
场，中国在印尼的基建项目也遍地开花。
从中印尼友好的标志性工程泗马大桥到
印尼最大的水利枢纽加蒂格迪大坝，从印
尼的风港电站到印尼镍铁冶炼工业园区，
都给当地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受到印尼和东盟人民的交口称赞。

东盟计划于2015年底正式建成经济
共同体。专家认为，中印尼两国稳定增长
的贸易往来，中国对印尼突飞猛进的直接
投资，两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庞大的中产阶
级消费群体将为东盟共同体带来极大的内
外部需求，将有力推动东盟走向繁荣。

分析人士还认为，中印尼两国政府都
致力于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印尼提出的构建“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同印尼总统佐科的
“海洋强国”战略高度契合，将为东南亚的
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为东南亚的繁荣和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东盟10国中有9个都是海
洋国家，海洋在推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但东盟国家之间联系不紧
密、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等挑战限制了东盟
的发展，因此大力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和
互联互通建设是早日实现东盟一体化的
关键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

班邦还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和印尼“海洋强国”战略对接形成合力，
将大大推动东南亚内部的货物流通、人员
往来，帮助东南亚国家互通有无、优势互
补、增强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从这个层
面上讲，中印尼合作对东南亚未来繁荣意
义深远。（据新华社雅加达4月21日电）

中国印尼携手助推东南亚繁荣

印度总理莫迪20日在微博客网站留言，恭贺
其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党员破亿。“恭喜印度人民党
领导人及其成员，印度人民党党员人数突破一
亿，”莫迪写道。

法新社援引印度官员的话报道，印度人民党主
席阿米特·沙阿去年11月发起为期6个月的“入党
登记”活动，当时印度人民党党员人数仅为3500万
左右。就印度人民党的迅速扩容，该党副主席迪内
希·夏尔马称，印度人民党“成为全球最大政党”。

在这6个月的党员招募活动中，印度人民党
不仅通过志愿者家访时动员，还通过电话、社交媒
体等方式帮助民众登记注册。对于印度人民党这
一做法，印度国民大会党嗤之以鼻。该党一名发
言人说，简单按个按钮成就一亿党员，真是民主的

“悲哀”，“这样的党员能有什么样的忠诚度和贡
献？”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人民党党员破亿
成为全球最大政党

据新华社东京4月22日电（记者
刘秀玲） 据《朝日新闻》22日报道，日
本前首相村山富市21日在东京发表演
讲时，就“安倍谈话”中将不提“殖民统治
和侵略”及“反省”提出批评。

村山说，安倍不想在纪念二战结束
70周年的谈话中使用“殖民统治和侵
略”字眼，说明他心里有着“为什么只有
日本必须道歉”的想法。他指出：“正是
因为安倍心里不想承认殖民统治和侵
略，所以他才不想提起这些词。世人关
注‘安倍谈话’也是基于对此的怀疑。”

日本民主党政调会长细野豪志也在
当天批评说：“安倍不想从自己的嘴里说

出‘反省’和‘道歉’的话，（但）应该把这
些内容再次写进新谈话。”

在20日晚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安倍
再次强调，“安倍谈话”中将不使用“村山
谈话”中提到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衷
心致歉”等字眼。

据新华社东京4月22日电（记者
刘秀玲）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2日
说，如果“安倍谈话”中缺少“殖民统治和
侵略”和“衷心道歉”等关键字眼，将引发
重大问题，后果严重。

在20日晚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强调，即将在战后70
周年发表的“安倍谈话”中将不使用

1995年“村山谈话”中提到的“殖民统治
和侵略”和“衷心道歉”等字眼。

鸠山22日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
举行记者会时说，安倍不想就殖民统治
和侵略进行道歉。其实世界各国都清楚
安倍的想法，如果不能在“安倍谈话”中
衷心表达日本的歉意，那安倍就不应该
发表这次谈话。

鸠山说，他21日与日本前首相村山
富市交谈时，村山也对“安倍谈话”感到
担忧，村山说，“围绕‘村山谈话’，安倍说
要继承，又说要重新审视，有时候还表示
要修改部分‘村山谈话’的内容，不知道
安倍究竟想要干什么”。

“安倍谈话”中将不使用“殖民统治和侵略”等字眼

村山富市批“安倍谈话”预备措辞
鸠山由纪夫说：“安倍谈话”若缺少关键字眼将引发重大问题

4月21日，在法国巴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
（右）与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出席记者会。

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21日访问法
国，开启对欧洲多国的“破冰之旅”。 新华社发

古巴外长访问法国
开启对欧洲“破冰之旅”

据新华社巴黎4月22日电（记者韩冰）法国
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2日表示，法国警方日前成功挫
败一起恐怖袭击图谋，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

据卡泽纳夫介绍，犯罪嫌疑人今年24岁，是
一名就读信息科技专业的大学生。调查资料“确
凿无疑”地显示，他19日企图对巴黎的一两个教
堂实施袭击，警方在“千钧一发”之际将其抓捕。

《世界报》报道说，这名嫌疑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2009年到法国，2014年因公开声称希望前往
叙利亚而引起法国情报部门注意。他今年曾在土
耳其失踪一周，回到法国后曾一度被警方拘留。

法国成功挫败
一起恐怖袭击图谋

4月22日，在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25
公里的塔丁县附近，尼泊尔救援人员在发生车祸
处忙碌。

一辆载有45名印度朝圣者的大巴22日早晨
在返乡途中于尼泊尔中部发生事故，目前已造成
12人死亡、30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印度朝圣者尼泊尔遇车祸
12人死亡30人受伤

也门消息人士22日证实，也门胡塞武装已经
释放了被扣近1个月的也门国防部长及另两名政
府军将领。

一天前，沙特阿拉伯国防部突然宣布停止在
也门境内实施的代号为“果断风暴”的空袭。不
过，声明发布不到24小时，沙特22日继续对也门
第三大城市塔伊兹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

多名熟悉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说，获释者分
别是也门防长穆罕默德·苏拜希、总统阿卜杜拉
布·曼苏尔·哈迪的弟弟纳赛尔·曼苏尔·哈迪将军
以及另一名将军。

今年1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总统卫队发生冲
突并占领总统府，之后软禁总统哈迪、总理哈立
德·马赫福兹·巴哈及其他内阁成员。2月 21
日，哈迪设法离开了萨那，抵达亚丁并在那里行
使总统职权。同样遭软禁的防长苏拜希3月8
日一度成功逃离萨那并抵达亚丁，继续履行防长
一职。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14日通过决议，要求也门
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释放被扣的苏拜希
等也门官员。

就在沙特宣布停止空袭后，胡塞武装在第三
大城市塔伊兹对围攻近一周的第35武装旅基地
发动攻势，进而控制这支忠于总统哈迪的部队。
晚些时候，沙特出动空军对这处基地及周边地区
发动空袭。

尚不清楚这次空袭属于短期报复行为，还是
意味着沙特已经重新恢复阶段性的空袭行动。

徐超（新华社特稿）

沙特恢复空袭也门
胡塞武装释放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