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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NEWS

安培“强兵梦”迈步，日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

［本报综合］7月1日，在日本自卫队创建
6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计划就解禁集体自卫权
通过内阁决议。安倍政府在6月27日向自民和
公民执政两党提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内
阁决议案最终版本。这份内阁决议案将会成为
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开辟道路。

将组成30人小组修改宪法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首相官邸2日宣

布，将组织一个规模为30人的法律研究小组，
准备对实施集体自卫权所需要修改的10余项法
案提出修改方案。

日本首相官邸发表的消息说，这个研究小
组将设在国家安全保障局内，由2名内阁官房
副长官负责。这30名工作人员将从中央各机关
当中抽调，最快从下周开始组建。

据了解，日本政府希望在今年秋天的国会
上能够完成这些法案的修改，以保证集体自卫
权的顺利实施。

负责集体自卫权问题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
高村正彦在会见记者时说，内阁通过决议行使
集体自卫权，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够行使，还
需要修改相关的法律，希望通过在国会的讨
论，能够加深国民对于集体自卫权的理解。

日媒：中国军力增强系安倍解禁自卫
权最大理由

《日本经济新闻》7月2日就发表了一篇题
为“日本解禁的集体自卫权到底是什么”的文

新 闻 瞭 望 台
ISIS宣称要建立伊斯兰国 号召全球
穆斯林效忠

经过在伊拉克北部与叙利亚近
期大范围的攻城略地，“伊拉克与
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6月29日
在互联网上发布音频声明，宣称将
在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伊斯兰国，范
围从叙利亚阿勒颇延伸到伊拉克东
部迪亚拉省。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2日警告称，
极 端 武 装 组 织 宣 布 在 占 领 地 区 建
立“伊斯兰国家”，对整个地区构
成威胁。
萨科齐涉嫌腐败遭警方羁押

7月1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
警察陪同下抵达金融调查部门。萨
科齐因涉嫌腐败遭法国警方羁押，
这是法国历史上首次有前总统因涉
嫌腐败遭警方羁押。
英国恐怖分子“白寡妇”嫁入肯尼
亚“恐怖家族”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日
披露，绰号为“白寡妇”的英国籍
恐怖分子萨曼·鲁斯维特在逃亡路
上已嫁入肯尼亚“恐怖家族”。报
道称，鲁斯维特的现任丈夫名叫法
赫米·贾马尔·萨利姆，是与“基
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反政府武
装“青年党”的分支头目。他的妹
妹是已被打死的臭名昭著的“青年
党”指挥官德赫尔的前妻。
迪拜计划建世界最大水下公园 似迷
失古城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迪

章，一语中的指出“中国军力增强是安倍决意
要解禁自卫权的最大理由”。

《日经新闻》文章称， 即使日本未遭受
攻击仍可行使武力的集体自卫权解禁，有可能
给日本自卫队的活动带来改变。不仅是集体自
卫权，在多国军队支援和离岛防卫方面，日本
自卫队的作用都有可能扩大。那么，自卫队的
活动将如何扩大？是否将受到制约？

在安倍看来，解禁自卫权的最大作用就是
强化美日同盟。文章指出，日本政府解禁集体
自卫权的最大意图在于，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
提升威慑力。今后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一同展开
活动的情况将增加，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美军
的一部分活动有可能转为由自卫队承担。作为
行使集体自卫权必要的情况，日本政府提出了
8个事例。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发生紧急事态、
美国军舰在运送从当地救出来的日本人时遭受
攻击之际自卫队保护美军军舰以及拦截经过日
本上空飞往关岛和夏威夷的弹道导弹等，很多
情况都是对美支援。

日本共同社7月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副助
理罗斯在当地时间1日的记者会上就安倍政府
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称，
“奥巴马总统表示强烈支持”。美国国防部长
哈格尔也在声明中表示欢迎称：“对愿为地
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的日本而
言，这是重要的一步。”

报道称，哈格尔在声明中指出，通过行使
集体自卫权，“自卫队能在更大范围内执行任
务，将使日美同盟更为有效”。他强调此举将

为双方通过年内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
修订以强化美日同盟的努力提供“补充”。

万名日本民众包围安倍官邸示威
30日，约1万名日本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

前举行示威，抗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试图修改
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

示威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高呼“安倍下
台”“打倒安倍政权”“反对法西斯”“坚决
反对破坏宪法”等口号，手持“决不把孩子送
上战场”等横幅，抗议安倍政府试图解禁集体
自卫权。示威者将首相官邸前数百米的人行横
道堵得水泄不通，人潮一直延伸到官邸另一侧
马路。

示威者村山女士说：“我坚决反对解禁集
体自卫权，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到战场去杀
人或因战争而死。”石川女士说：“安倍政权
试图破坏和平宪法，绝对不可原谅。如果我们
不起来反对，日本就没有未来，孩子们也没有
未来。”

曾多次参与类似抗议活动的饭岛先生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安倍政府无视修宪的正当
程序，既没有通过国民投票，也没有在国会进
行充分的审议，只通过几个内阁大臣开会来决
定，这种做法不可原谅。

另据报道，当天傍晚，大阪一市民团体
约400人在日本自
民党大阪府支部联
合会前举行抗议集
会，高呼“决不允
许破坏宪法的内阁
决定”“不能无视
国民的呼声”等口
号。约30名来自京
都 的 抗 议 者 打 出
“坚决反对修改宪
法解释”的横幅。
市民团体代表还将
要求取消内阁决定
的请愿书投入自民
党大阪府支部联合
会门内。

日本民主党众
议员近藤昭一7月1
日上午在有2000多
人参加的集会上呼
吁：“日本在反省

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制定了和平宪法，发誓不再
战。但安倍政权却想让国会讨论草草了事，以
内阁决议形式去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是藐视国
会，无视民众声音。让我们一起反对安倍内阁
的暴行！”

名词解释：集体自卫权
所谓集体自卫权，即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

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
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
利。一般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因为日本是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之一，依据“放弃
战争，不设军队”的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了集
体自卫权。

日本二战投降后，于1946年制定了后来被
称为“和平宪法”的新《日本国宪法》。宪法
规定，日本实行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
有宣战权的和平主义，明确禁止日本行使集体
自卫权。宪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
只允许行使个别自卫权，即在本国受到攻击时
行使武力。

冷战结束后，“集体自卫权”这个概念在
日本国内更多体现在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中，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屡次要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下图为6月30日晚抗议示威的民众。）

拜计划在“世界岛”浅水区建造世
界上最大的水下主题公园“迪拜明
珠”，其看起来非常像一座淹没在
水下的迷失古城。为好莱坞大片《阿
凡达》和《加勒比海盗》设计场景
的团队也参与了这项工程。
BBC全球民意调查：德国是对中国
看法最负面的国家

BBC最近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
意调查结果，传递出了一个让人感
到惊讶的数据：德国是对中国看法
最负面的国家。该国高达76%的受访
者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
是消极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
中国的“宿敌”日本（73%）。对于
历来对德国抱有一定好感的国人来
说，这一结果多少让人有些错愕。
美海湾战争女兵90%受过性骚扰 遭
强奸不上诉

人民网7月2日报道，美国前总
统卡特在其出版的新书中披露，在
美 国 最 受 人 推 崇 和 尊 敬 的 社 会 领
域——军队，女性遭遇强奸现象已
泛滥成灾。针对海湾战争和其他早
期战争中的退役女兵，一项研究发
现，90%女性遭过性骚扰。
英女王“生财之道”：出租城堡 

属于已故伊丽莎白王太后（伊
丽莎白二世的母亲）的梅伊堡开始
提供出租业务，只要花费5万英镑，
就可以在王室城堡里过周末了。梅
伊堡是首个进行出租的王室城堡，
该城堡不打广告，只向少数商界富
豪和慈善家发邀请函。

韩国将成亚洲非华语圈首个人民币交易中心
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对韩国进行国事访

问。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与在韩开设人民币直接交易市场
成为中韩首脑会谈经济领域的主要话题。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日宣布，韩国总统朴槿惠本周
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协议，建立一个韩元/人
民币直接交易市场。《韩国经济》称，经过中韩两国央
行和韩国企划财政部等的共同协商，决定指定中国交
通银行作为承担韩元/人民币直接交易的结算银行，中
国政府还将赋予韩国800亿元人民币的海外直接投资者
资格(RQFII)，此前中国香港、英国、中国台湾各获得
2000亿、800亿、500亿元人民币的RQFII，韩国可利用
这一额度扩大投资中国股市。

据韩国YTN电视台2日报道，中韩两国就在韩国设
立人民币和韩元直接交易市场达成一致，未来韩国企业
在与中国交易时可以不用换成美元。去年中韩贸易额
为2300亿美元，其中，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630亿美
元。但中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还不到1%，
由于韩元要先换算成美元，再换算成人民币，要交2次
换汇手续费，对韩企负担不小。

《首尔经济》援引韩国银行界的分析称，中韩贸易
直接使用人民币和韩元至少可以给企业节省3%-5%的
交易费用，而且因为美元汇率而产生的风险也会大大降
低。报道称，特别是在韩国指定人民币结算银行后，两
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必将进一步扩大。

但是也有分析称，人民币虽然今年年底在韩国可以
交易，但未来能否发展壮大存在变数。1997年韩国曾开
始韩元/日元直接交易市场，但因为流动性不足，结果
只进行3个月。目前中国指定的人民币境外兑换中心都
是华语圈地区，比如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将成为
亚洲首个非华语地区的人民币交易中心。去年全世界使
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为4.6万亿人民币，比前年猛增
58%。

今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中国此前宣
布启动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中国央行还与多个国家
签署人民币相关协议，加速布局国际离岸人民币交易，
欧洲目前已经有4个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据交易量推
算，伦敦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本文摘自：环球网）

出口中国遇阻 越官方号召9000万越南人吃荔枝
据越南每日快讯7月1日报道，越南工商部副部长兼

发言人杜胜海号召越南人吃荔枝，称“如果9000万越南
人都吃荔枝，农民的荔枝就不会滞销”。 

在越南政府7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越南
荔枝的销售现状时，杜胜海称，由于采取了推动越南北
方荔枝运往越南南方销售的措施，越南农民已经销售了
60-70%的荔枝，而这些荔枝的销售在往年必须依赖中
国市场。

杜胜海还补充说，南海争端正是越南人使用越南货
运动的推动力。杜胜海称，越南工商部正在同时就8个
贸易协定进行谈判。除了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外，越

南还在东欧、中东、非洲等非传统市场吸引投资，寻找
市场。

杜胜海透露，前两天越南政府在会上已经谈论到最
坏的情况——中国限制或关闭边境口岸；越南政府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经济所受影响会很大，但也不会大
到解决不了的地步。越南政府决心不调整年初提出的经
济指标，努力使2014年GDP增长5.8%。

阮文年还澄清，与中国边界接壤的一些地方报告说
一些口岸被关闭，这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中方只是加强
了检查。

                                      （来源：人民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