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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部：
出动歼10监视日战机
中国新编竖版地图包括钓鱼岛插图；日媒称美军将在冲绳临时部署 F-22 战机
据新华社电 针对日本媒体报道我国
军机进入日本领空以外设置的防空识别区
问题，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官员 11 日表示：10
日，我军一架运 8 飞机在我温州以东、东海
油气田西南空域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日
本航空自卫队 2 架 F－15 飞机对我进行近
距离跟踪，同时日方还有 1 架侦察机也在这
一空域活动，对此我起飞 2 架歼 10 飞机进
行了查证和监视。
这位官员强调，需要指出的是，近年
来，日本自卫队飞机针对我国的抵近侦察
活动不断加强，近期又不断扩大作战飞机
活动范围，频繁跟踪干扰我国公务飞机正
常巡航飞行和军机例行巡逻训练活动，这
是产生中日海空安全问题的根源。对日方

这一动向，我军保持高度警惕。我将坚决
维护国家的空防安全，坚决捍卫依据国际
法享有的正当权利。希望日方尊重有关国
际法规，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海空
安全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1 日表示，中国军
机在东海有关空域的飞行是例行飞行。在
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日本防卫省官员称，多架中国军机 10 日
中午出现在东海上空日本“防空识别区”
内，日本自卫队紧急派出 F-15 战机升空应
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洪磊说，据了解，
中国军机在东海有关空域的飞行是例行
的。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无端扩大事态、制
造紧张。

[延伸阅读]

[新闻链接]
日否认制定
“一体化防卫战略”

竖版地图首次将南海诸岛与大陆同比例展示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获悉，全景展示中国陆海疆域
的地图——新编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图》、
《中国地形》近日由中国地图出版集
团推出。这套地图首次将南海诸岛与大
陆同比例展示出来，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提供了更直观有力的证据。新版地图编
辑周北燕介绍，在此次推出的竖版地图
中，南海诸岛和大陆的比例尺是相同的，
标示了 130 多个主要岛礁。
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总编辑徐根才表

示，竖版中国地图明确标示了南海诸岛主
要岛屿、岛礁以及与周边岛国、岛屿、岛礁
的地理位置关系，而非挤在角上成为插
图。这对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彰显我国
政治外交立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新版地图左下角还有一幅放大的钓鱼岛
插图，较详细地显示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与祖国大陆及台湾岛的位置关系。同
时推出的还有配套的竖版《世界地图》、
《世界地形》以及分省挂图。1 月底，这套
竖版地图产品将和公众见面。

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横井裕 11 日说，
日本没有针对特定国家部署防卫力量，
有关
“防卫省着手制定陆海空一体化防卫战略”
的消息并非事实。日本《产经新闻》1 日报
道称，日本防卫省设想中国进攻钓鱼岛、台
湾、石垣岛和宫古岛情形，并着手制定“陆
海空一体化防卫战略”。日本共同社报道
称，美国空军 11 日透露，将于本月中旬起在
冲绳县的嘉手纳基地临时部署隶属佛吉尼
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 F-22“猛禽”隐形战斗
机和约 300 名人员。部署时间为 4 个月。冲
绳防卫局称，
12架F-22将于14日左右抵达。

给经济打一剂强心针

１月10日，
一名巴基斯坦士兵在奎达市一处
炸弹袭击现场警戒着。

1月10日，
巴基斯坦奎达，
爆炸遇难者的遗
体停放在医院。

1月10日，
巴基斯坦奎达连环爆炸中的伤者
被送往医院。

首相安倍晋三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
“ 摆脱旷日持久的通货紧缩和强势日
元 至 关 重 要 。 我 们 决 定 施 加 猛 烈（刺
激）”，给经济打一剂强心针。安倍说：
“我
们必须终结经济萎缩。”安倍已敦促日本
中央银行竭尽所能，实现把通货膨胀率控
制为 2％的目标，以对抗顽固不化的物价
下跌和需求萎缩怪圈。本轮经济刺激将
扶持工业复苏，支持 2011 年地震海啸后重
建。另外，计划要求增加 1000 亿日元（112
亿美元）防卫预算。

据新华社电 3 名库尔德女子的遗体
10 日凌晨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库尔德信息
中心内被发现，头部有枪伤。法国内政部
长曼努埃尔·瓦尔斯认定 3 人遭“处死”，承
诺查明真相。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工作人员
的话报道，三人 9 日下午曾出现在信息中
心。库尔德信息中心位于巴黎第 10 区，周
围是库尔德人聚居区。一些工作人员确
认，死者分别是萨金·詹瑟兹、菲丹·多安和
莱拉·瑟伊莱梅兹。枪手袭击时使用消音
器，遇袭办公室内没有监控探头。一名不
愿公开姓名的工作人员说，詹瑟兹是库尔
德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这起枪击时机敏感。土耳其媒体 9 日
报道，土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
杜拉·厄贾兰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厄
贾兰 1999 年入狱，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后
改为终身监禁。一些分析师和土耳其政界
人士推测，3 名女子死于库尔德工人党内
部争斗，原因是一些极端分子不愿看到这
一组织与政府和解。

索马里大海盗
横行8年后
“退休”

重塑财政健康成关注点
日本经济去年第三季度连续两个季
度萎缩，按实际年率计算下跌 3.5％。共
同社报道，这表明日本经济进入温和衰退
区。注意力现在转向安倍内阁将怎样重
塑日本财政健康。日本财政状况在主要
发达国家中居末位。分析师推断，如果围
绕日本财政改革进程的担忧加剧，长期拆
借利率可能飙升，从而抑制投资并拖累实
体经济。安倍 11 日说，一些人质疑自由民
主 党 先 前 投 资“ 无 用 项 目 是 浪 费 ，这 不
对”。他说：
“ 财政纪律颇为重要。然而，
没有强劲的经济……我们无法改善财政
状况。”在日元近期迅速走低影响下，日本
黄金零售价 11 日时隔 32 年创下高值。

据新华社电 索马里“知名”海盗穆罕
默德·阿布迪·哈桑肆虐印度洋 8 年后，宣
布“退休”。法新社 10 日援引哈桑的话报
道：
“ 做海盗 8 年后，我决定退出。今后我
不会卷入（海盗）团体的活动。”哈桑绰号阿
夫韦内和“大嘴”，据信 50 多岁。联合国去
年的报告把他定为索马里海盗据点霍比奥
港
“最臭名昭著、最具影响力的海盗头目”
。
过去 8 年，他带领部下劫持多艘油轮，
换取大笔赎金。2008 年 11 月，他和部下在
印度洋海域劫持沙特阿拉伯超级油轮“天
狼星”号，获得数百万美元赎金。哈桑没有
公开“退休”原因。
“我一直在鼓励许多同行
退出海盗活动，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今年
以来，索马里海盗活动频率大幅下降，创 3
年来最低。

俄罗斯海军将在
叙附近水域演习
据新华社电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
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消息人士
11 日说，俄海军舰队将于本月底在地中
海东部水域举行演习，并计划在叙利亚沿
岸区域进行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和作战设
备卸载演练。报道说，波罗的海舰队的
“加里宁格勒”和“亚历山大·沙巴林”号登
陆舰，黑海舰队的“新切尔卡斯克”和“萨
拉托夫”号登陆舰将参与完成上述演练。
包括“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和“北莫尔斯
克”号反潜舰在内的舰艇编队将从海上为
登陆演练实施“火力掩护”。
演练还包括陆战队员从陆上返回
及把作战设备装载到舰艇上。俄国防
部长绍伊古 10 日说，俄四大舰队都将派
舰船参加即将在地中海举行的演习，这
将是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各舰队联合
演习。2012 年，俄舰队多次在邻近叙利
亚的地中海水域执行任务，这些举动频
频引发外界对俄即将军事介入叙利亚
冲突的猜测。

据新华社电 据缅甸官方《缅甸新光
报》11 日报道，缅总统吴登盛 10 日致函联
邦议会说，政府与克钦族独立军讨论停火
及政治对话的大门一直敞开。吴登盛说，
2012 年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是缅甸主要
政治改革成果，政府已与 11 股主要少数民
族武装组织中的 10 股达成了停火协议。
政府坚信有关进程必须从停火协议走向政
治对话，
以便解决民族冲突。
他还说，政府正在制定政治对话框架，
还与已经达成停火协议的少数民族武装就
政治对话举行了协商预备会议。他表示，
为
使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建立信任，
政府成立了多个委员会，
正在努力寻求永久
和平。缅政府军与克钦族独立军之间最新
一轮武装冲突始于 2011 年 6 月。据有关方
面数据，
迄今双方冲突交火 2000 多次，
造成
重大人员财产损失，约 10 万克钦族人流离
失所。据当地媒体报道，
缅甸政府军与克钦
族独立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最近升温，
近两日
零星冲突仍在持续。

库尔德工人党女创始人
巴黎被暗杀

日本拟投20万亿
日元刺激经济
据新华社电 日本内阁 11 日批准一
项涉及金额超过 20 万亿日元（约合 2241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轮刺激规模
为 2009 财政年度以来最大，旨在推升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两个百分点，创造至少
60 万个就业岗位。

缅甸称愿与克钦族独立
军继续和谈

1月10日，
一名巴基斯坦士兵在奎达市炸弹袭击现场维持着秩序。组图/新华社

巴基斯坦经历血腥一日

[国际观察]

爆炸案凸显巴反恐形势严峻

恐怖爆炸致死至少 116 人
据新华社电 10 日，巴基斯坦西南
和西北部地区 3 地遭遇 4 起炸弹袭击，
至少致死 116 人，致伤 236 人，经历过去
两年最血腥一日。袭击带有明显教派
主义色彩，分别针对人口占少数的什叶
派穆斯林居民、逊尼派穆斯林居民和政
府准军事部队。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
达市，一个热闹的桌球厅当天晚上 9 时
左右发生连环炸弹袭击。一名自杀式
袭击者首先引爆炸弹，大约 5 分钟后，邻

近一枚汽车炸弹爆炸。袭击发生地点
位于什叶派居民区。按照美联社的说
法，逊尼派极端组织把不同教派视为
“异类”，频繁袭击什叶派居民。奎达警
方证实，袭击致死 81 人，致伤 121 人。
当地一家医院稍后宣布，一名伤者伤势
过重身亡，死亡人数升至 82 人。当地媒
体报道说，死者包括 9 名警察、25 名救援
人员和 2 名记者。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
境内什叶派穆斯林最主要的聚居地。
极端主义团体“坚格维军”宣称制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造袭击。这一组织关联巴基斯坦塔利
班运动。
连环袭击发生前，
巴基斯坦准军事部
队
“边防军”
在奎达市商业区一个检查站
遭汽车炸弹袭击，
致死 12 人，
包括 1 名边
防军士兵，
致伤 50 人，
包括 7 名边防军士
兵和多名妇女、
儿童。分离主义组织
“俾
路支联合军”
致电当地媒体记者
“认领”
袭
击。仅约两小时后，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
尔－普什图省明戈拉市一座清真寺遭炸
弹袭击，
目标明显针对逊尼派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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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阿富汗打击恐怖活动时，
经常在
巴基斯坦边界地区使用无人驾驶飞机实施
空袭打击恐怖分子，
但却殃及了无数当地居
民，
导致当地民众的反美情绪持续上升。巴
基斯坦本土的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正好乘
势而上，
利用民众对巴政府协同美国进行反
恐感到不满。其内部的麻烦本来就不少，
如
司法部门和政府间的长期不和，
不同教派间
的冲突不断，
部落武装和恐怖组织活动猖獗
等等。这些情况综合起来，
转化为一轮接一
轮的恐怖袭击浪潮，导致爆炸声此起彼伏。
北约计划在 2014 年从阿富汗撤军，
塔利班势
力届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巴基斯坦的反恐
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也预示着巴基斯坦的反
恐战将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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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闹别扭
英国变
“内向”
据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的发言人 10 日承认，美国负责欧洲和欧
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戈登前一天
劝说英方不要太“内向”。这名发言人 10
日说：
“ 菲利普·戈登昨天想要传达的信息
是，美国愿意看到一个英国置身其中的外
向型欧洲联盟。
这也是我们的观点。”一些分析师说，
尽管英国政府在媒体面前低调处理美方警
告，但是，英国近期与欧盟的关系渐行渐
远，使美国担心英国这一盟友因过于顾及
国内民众感受而失去在欧洲的影响力。由
于就财政紧缩、银行联盟等方案与欧盟“领
头羊”德国分歧严重，加之国内反欧盟情绪
滋长，英国首相卡梅伦多次表态，将就与欧
盟关系举行公投，但没有公开具体时间。
卡梅伦定于本月晚些时候发表讲话，预计
会谈到从欧盟手中“夺回”权力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