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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悦居酒店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悦居酒店项目位于滨海西路北侧、西临香格里拉大酒店，属长秀

片（B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A0101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地上8层
集中酒店、9栋地上2层的低层酒店。经海南华磊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施工图审查机构核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

85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
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12月13
日至12月26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ghj.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
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2月13日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1）海中法民二初字第
910号民事调解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7年3月31日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海南蓝岛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凯利置业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海南蓝岛置业有限公司同意海南凯
利置业有限公司将其名下位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

证号为保国用（2002）字第 075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项下
3004.4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按海南第二土地评估事务所作出的评
估价值944.87万元抵偿给海南蓝岛置业有限公司。如对上述土地
使用权的权属有异议者或认为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抵债行为存有损
害其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员或单位，可在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书面异议提交至本院执行
局），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恢193号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
庶，屠戮苍生。卅万亡灵，饮恨江
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兽行暴
虐，旷世未闻。”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
年，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在这个沉痛的日子里，让我们
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深
切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
难同胞，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3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
发表讲话，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
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4年来，我们
以国家之名祭奠死难者，以尊崇之心
珍视和平，以民族之力矢志复兴。今
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
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坚定不移。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12月13日，
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灭绝人
性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
戮。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
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
永远的伤痛。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
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号
召和引领下，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同仇
敌忾、共御外敌，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
生病。”80年过去，侵略者的枪声淹没
在历史尘埃里，但中华门城墙上的弹
孔依然清晰可见；南京城的不绝哀号
已随风逝去，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
还在。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
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任何倒行逆施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暴
行，为南京大屠杀惨案和侵略战争翻
案的丑恶行径，不仅13亿中国人民不
会答应，也将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
平与正义人民的谴责和唾弃。“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年复一年的国家公
祭向世人宣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
争、反对篡改历史的立场坚定不移，
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
决心坚定不移，中国人民捍卫人类尊
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坚定不移。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勠
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贡献。“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
德一戎衣”，从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
伟大胜利，开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
兴的重大转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
华崛起之功业，民族复兴之愿景，因为
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而曙光在
前。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
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
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
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

界。中华民族经历了同胞惨遭屠戮、
山河喋血的痛苦，更懂得和平“受益
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更坚定“坚持和
平发展，共同开创世界和平充满希望的
未来”的决心。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
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
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不忘历史，矢志复兴。今天的中
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全体中华儿女携手
同心凝聚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正是对
死难同胞和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
人民日报今日发表）

不忘历史 矢志复兴
——写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

日军侵华战争历史学者森正
孝：东京审判中，有11名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出庭作证，还有来自“难
民区”（国际安全区）的“第三者”
作证，如美国牧师马吉、医生威
尔、金陵大学教授贝茨等。除出
庭作证者的证言外，还有众多证
人的宣誓证词，以及来自“难民
区”的资料、法院尸检报告、慈善
团体埋葬记录、犹太教拉比的书
状等，证据充分。

一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吉田裕：
印度法官帕尔主张判被告无罪，是
因为他认为英法等战胜国没有资
格审判战败国。但实际上，帕尔也
承认日本在占领地进行了战争犯
罪。日本右翼对帕尔的主张断章
取义，蓄意简化，其目的是想说明

“日本无罪”。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

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
心名誉主任向隆万：东京审判强调
人证物证，被告人也享有充分的权
利，检方和辩方人员都是国际化
的。审判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人
证物证数量众多，其中外国人的证
词尤具说服力。

森正孝：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目
睹日军暴行后立刻撰写了报道。屠杀
开始后几天，就出现了相关报道，如《纽
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媒体都有
报道。到1938年1月，世人都知道了
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日方也并非在东
京审判后才知道南京大屠杀。现在能
够查到的大量资料证明，当时日本外务
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知道日军在南京
的暴行。因此，当时无论中方、日方还
是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历史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
井明：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经当时留在
南京城内的外国媒体记者报道，引起
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谴责。问题是，
在日本国内，由于舆论受到严厉管制，
日本媒体对事件真相完全没有报道，
所以当时日本民众对日军的残暴行径
完全不知情。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
院学者胡卓然：最新发现的史料显
示，时任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1943
年已对大屠杀表达了国际反法西斯
阵营的共同愤慨，还将其与纳粹对犹
太人的大屠杀并列。这证明，南京大
屠杀在发生后就已成为中外公认的
日军严重暴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签署第一份太空政策
指令，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
星。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的太空
政策重点将重新放到月球上，而前任奥巴马政府
提出的以小行星作为踏板前往火星的计划被正式
否决。

为探索打基础

当天在白宫举行的签署仪式上，特朗普只是
表示要在月球上插上美国国旗、留下脚印，并长期
探索利用月球，为未来对火星及太阳系外其他目
的地的探索打下基础，但并未透露更多具体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月球上插旗、留脚印以及作为
火星探索的基础……这些字眼与美国副总统彭斯
今年10月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讲
话中的表述一模一样，《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专
门指出了这一点。

出席当天仪式的重要人物包括与阿姆斯特朗
一起完成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的美国宇航员巴兹·
奥尔德林，太空停留最长时间纪录保持者、美国女
宇航员佩姬·惠特森以及前美国参议员、曾参与美
国第六次登月任务的地质学家哈里森·施密特。
其中，施密特是美国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登月任
务——阿波罗17号宇航员中唯一在世人员，他在
45年前踏足月球。

欲现昨日辉煌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重返月球的目的是
“要使美国重新成为太空探索的领导者”。当天签
署仪式上，特朗普和彭斯副总统两人在总共6分
钟的讲话中15次提到领导、领导力或领导者。

特朗普说，重返月球是朝着重现“美国光荣太
空历史”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太空技术有着许
多其他应用，包括军事应用，所以要保证“我们是
领导者，并将继续保持领导者的地位”。

白宫稍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解释说，美国已不
再是“人类太空探索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2011 年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不得不以每个座
位7000万美元的价格依靠俄罗斯飞船送人进入
太空。

需要多方合力

具体怎么重返月球？要花多少钱？时间表是
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
只有在2005年，美国航天局曾给出一个估计：重
返月球可能需要多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特朗普此次没有给出细节，但白宫声明
说：“月球引起了国际伙伴的兴趣，也在美国私人
太空产业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美国将与其他国
家和私人企业合作，把宇航员送回月球，并开发载
人探索火星及太阳系内其他目标的技术和手段。”

白宫同时发表的一个总统备忘录指出，美国
将“与商业伙伴和国际伙伴牵头（制定）一个创新
且可持续的探索计划，让人类扩张至整个太阳系，
并给地球带回新的知识和机会”。

从白宫表态可以看出，美国重返月球，可能美
国私人航天企业以及国际伙伴也要出力。事实
上，美国月球捷运、太空探索技术、蓝色起源、比格
洛航天和联合发射联盟等航天领域私企都公布了
各自雄心勃勃的月球探索计划。从这一点看，特
朗普的重返月球计划与当年的“星座计划”可利用
的资源有很大不同。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 记者 林小春）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签署第一份太空政策指令，
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签署仪式上表示，
美国不仅要在月球上插旗并留下脚印，还要为将
来的载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也许将来还会前往
火星之外的世界。特朗普未提及美国宇航员重返
月球的时间表。

人类上一次踏足月球是在1972年12月11
日，阿波罗17号飞船的宇航员登上月球，距今正
好45年。

特朗普签署第一份太空政策指令

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

特朗普在白宫展示其签署的第一份太空政策
指令。 新华社/法新

美国提重返月球
透露出哪些信息？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谎言一 谎言二 谎言三

吉田裕：据南京市政府1937
年11月23日致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的信函，当时南京特别市有
约50万人。此外，守卫南京的部
队也有约15万人。因此，说南京
只有20万人肯定不对。

南京大屠杀历史学者、日本
铭心会会长松冈环：所谓只有20
万人其实是指南京的“难民区”
（国际安全区）。右翼分子谈及这
点时却丝毫不提“难民区”这回
事。其实“难民区”只是南京城的
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南京。

森正孝：当时处理尸体的崇
善堂和红万字会的记录显示，仅这
两个团体就处理过约15万具尸
体。考虑到大量集体屠杀都在长
江边进行，许多尸体被抛入江中无
从统计，最终受害人数近30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
长朱成山：日军南京屠城30万
人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
庭认定的法定事实。根据后来
发现的各种资料，大屠杀遇难者
肯定超过30万，而且“只会多，
不会少”。

南京大屠杀是战胜国为报
复日本而在“东京审判”中
捏造出来的，参加审判的
印度法官主张判被告无罪

南京大屠杀当时就没人
知道，中国国内和世界
舆论当时也没什么反
应，都是后来编出来的

当时南京人口只
有 20 万 ，南 京 大
屠杀的被害人数
不可能有30万

谎言四

吉田裕：所谓“百人斩”竞赛最初
由《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
报道，也有其他媒体报道。内容是
日军两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在向南京进军途中比赛谁先斩杀
中国人过百。两人在紫金山战役
中得出了“106比 105”的结果，但
因无法判断谁先斩杀超过百人而
又开始“150人斩”竞赛。

森正孝：有人宣称，向井和野田
的“百人斩”竞赛是一种战斗行为，
而且被媒体夸大了，并非事实。还
有人称，日本刀根本斩不了百人就
会坏掉。本多胜一和《每日新闻》
（在上述诉讼中）主张，杀人并非都
发生在战斗中，很多俘虏或被抓来
的农民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被斩
杀，因此斩杀超过百人并非难事。
原告方的辩护律师就是前防卫大臣
稻田朋美，她也宣称南京大屠杀子
虚乌有。但法庭判决原告败诉。

朱成山：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
事法庭对“百人斩”的判决具有法
定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正义性。日
本法院判决战犯遗属败诉，使日
本右翼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图谋未
能得逞。

“百人斩”杀人竞赛是
当时的日本媒体杜撰
的，不能成为南京大
屠杀的例证

谎言五

吉田裕：学界对“便衣兵”的说
法其实早有定论。当时日军仅凭

“眼神凶恶”等所谓特征甄别“便衣
兵”。但当时军纪规定，如果怀疑敌
军伪装成平民，要经过军事法庭程
序才能作出判定。

森正孝：当时日军对俘虏不留活
口，会立刻处死，其中多数人在长江边
被屠杀。有关这方面的记录、证言数不
胜数。日本当时已加入《海牙公约》，其
中明确规定对俘虏应给予人道待遇，
日军的做法完全违反了这一公约。

石井明：有史料证实，日军曾闯
入当时由欧美管理的国际安全区，
抓走并杀害了很多士兵和平民。在
南京城区，日军也无差别地杀害了
很多士兵和平民。国际法规定不能
杀害俘虏和平民。日方声称杀的是
伪装成平民的便衣士兵，这完全是
为逃避责任而进行的狡辩。

朱成山：根据《海牙公约》，当时
中国军人只要放下武器就应被视为
俘虏，不管其是否换成便装。尤其
是，国际安全区是不允许携带武器者
进入的，因此日军在那里抓走并杀害
所谓“便衣兵”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国军人穿上便衣化
装成平民，是反抗日军
的游击队员，日军杀害
他们不违反国际法

十
二
日
，邯
郸
市
小
学
生
点
燃
蜡
烛
，为
南
京
大
屠
杀
遇
难
同
胞
默
哀
。
新
华
社
发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80 周
年。80年前的那个寒冬，侵华日
军攻占南京后，烧杀奸淫，无恶不
作，杀害中国军民30万人，惨绝
人寰，震惊世界。

历史，早就把日本军国主义
的这一暴行钉在耻辱柱上。但在
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妄图否
认南京大屠杀。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日本政坛和社会右倾化加
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再度
甚嚣尘上，且手段更加多样。

日本有一批长期致力于调查
和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正
义人士，与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
屠杀的谎言作着坚决斗争。新华
社记者日前走访了多名有代表性
的南京大屠杀问题专家和历史学
者，他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
证，戳穿了日本右翼势力竭力编
造和散布的五个主要谎言。

戳穿 五大谎言

南京大屠杀部分幸存者群像。从左至右：姚秀英（86岁）、王津（86岁）、熊淑兰（86岁）、刘素珍（86岁）、王子华（85岁）、程福保（84岁）、路洪才（84岁）、高如琴（83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