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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月过半、即将 "月，日本参议院选

举大战迫在眉睫，为夺取选票，政客们各

有招数。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修

改宪法第 #! 条对媒体称，“虽然得不到

舆论支持，但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国际国内舆论皆已看清，安倍“为修宪而

修宪”，其修改宪法第 #!条的终极目标，

在于修改包括“放弃战争”、“不保持战

力”和“否认交战权”在内的第 #条。

因有第 #条的和平主义精神，《日

本国宪法》 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安

倍修宪的坚决与民调舆论的反对，其关

键争议点就在于日本是否要放弃“和平

主义”这一历史“承诺”。

对于宪法中规定了和平主义的第 #

条的重要性，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

诚强调“这是‘和平宪法’的根基，是‘世

界遗产’”。古贺诚的观点在于强调日本

宪法和平主义理念的历史源头，维护“和

平宪法”的根本。可以说，“和平宪法”是

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的产物，是亚洲及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结果，其影响

远远超出日本一国之内。

日本“和平宪法”是由美国主导制

定，意在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无视这段

历史，无视和平主义重要意义，安倍的

所谓修宪是日本分内的事情、“修宪与

周边国家无关”的论调，只不过是自欺

欺人的把戏而已。

可以说，日本战后走上限制军事化

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正是基于“和平

宪法”第 #条的确立与存在。然而，这部

备受亚洲及世界广泛赞誉、得到日本国

民认可、对日本经济崛起功不可没的“和

平宪法”，却被追求“正常国家”化的日本

保守势力视为最大障碍———

安倍等人强调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

就是“制定自主宪法”，其主张修改

“和平宪法”第 # 条，设置国防军，允

许在国外使用武力，废除宪法中对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制约等言论，已经严重侵

害了日本现行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

参议院即将迎来选举之际，面对国

内外有关其修宪言论有悖宪政民主与和

平主义的质疑，安倍宣称“有一种选择

是把宪法第 #条和有关基本人权的条目

排除在放宽提案条件的对象之外”。然

而，听者众信者稀，安倍等人过去关于

修改宪法第 #条的惊世言论，很难改变

世人对其修宪动机的疑虑；参议院选举

后，安倍会在修宪道路上刹车吗？联合

执政的公明党能够收紧和平主义缰绳

吗？亚洲各国存疑，国际社会存疑。

一旦安倍等人在参议院选举中获

胜，并改变日本宪法第 #条的和平主义

原则，设置“国防军”并废除对行使集

体自卫权制约，日本“和平宪法”将不复

存在，和平主义精神将失去宪政依托。这

种极为危险的结果，值得亚洲和世界警

惕，同样值得大部分日本国民警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研究员）

安倍修宪“第9条”意味着什么
! 吕耀东

项
对
台
惠
民
新
政
发
布

!"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综合本报和
新华社消息：正在此间举行的第五届海峡
论坛上，大陆方面发布了 !" 项对台惠民
新政策措施，内容涉及两岸人员往来、赴
台旅游、就业、基层调解、文化交流、版
权交易、两岸直航、台企融资等多个领
域。

"# 日上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主任张志军，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国
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何建中在论坛大会上发布了相关新政策举
措。

这些新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新增授权 "" 个省区市公安机关为在

当地的台湾居民换发、补发 $年有效台胞
证等。至此，可以为在大陆台湾居民换
发、补发 $ 年有效台胞证的省区市已有
%&个。

开放沈阳、郑州、武汉等 "! 个城市
作为第三批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个人旅游
试点城市；将于近期增加大陆居民赴台旅
游组团社。

增加向台湾居民开放 "& 类 （项） 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具体为：通信、出
版、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管理咨询师、
假肢与矫形器制作师、地震安全评价工程
师、监理工程师、注册验船师、注册设备
监理师、注册计量师。

拟就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
委员会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发布司法解释。

新设立 ""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设立首批 "& 家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

地。
同意福建省设立国家海峡版权交易中

心；同意福建开展“加强国产网络游戏属
地管理试点”；同意福建设立海峡国家数字
出版产业基地；允许台湾居民参加出版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

积极促进两岸邮轮运输经济发展；积
极支持两岸客货滚装轮运输发展；同意两
岸互设验船机构或办事处等。

还包括福建省发布的向台北市立动物
园赠送三只自繁小熊猫、开展台资中小企
业助保金贷款、设立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
合基金、安排专项资金资助台资企业和对
台科技合作企业的科研项目、在漳州设立
海峡两岸新型农民交流培训基地等 '项政
策措施。

俞正声出席海峡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面对未来 促进三个“深入人心”

本报厦门 ! 月 "! 日电 （记者蒋升阳） 第
五届海峡论坛 "#日在厦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论坛开
幕式并致辞。

俞正声表示，面向未来，我们要努力促进
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念更加深入人
心。大陆各地各部门都有责任为两岸交流合
作创造更好条件，继续出台并扩大实施对台
惠民政策。我们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前来旅游
观光、交流参访。即使是那些曾经支持过、
追随过、从事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有
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我们也欢迎他
们来大陆走走看看。

俞正声表示，面向未来，我们要努力促进
两岸一家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两岸同胞是
一家人，应当彼此信赖、相互扶持。希望两岸

各领域、各界别、各行业的民众扩大交往、增
进理解、加强合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两
岸同胞都应当牢记，大陆和台湾是我们共同的
家园，一定要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维护好、建设
好；对“台独”势力、外部势力企图破坏、侵
犯我们的家园，必须立场一致、坚决反对。

俞正声表示，面向未来，我们要努力促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加深入人心。两岸
同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是在促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加强互利双赢的经济合作，就
是在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
文化，就是在繁荣中华民族文化；融洽亲如一
家的同胞感情，增强一脉相承的民族认同，就
是在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和谐。两岸同胞要担当
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共同致力于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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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在江苏

省无锡市举行的第

六届全球外包大会

上获悉，中国服务

外包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已经跃升为

全球第二大服务外

包承接商。

国家电网：

今夏用电预计增8.4％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记者郑晓奕） 为迎

接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国家电网公司 "$ 日全面开
展安全大检查。预计今年夏天，由该公司供电的全国
八成地区的全社会用电量将同比温和增长 $%&'，增
速较去年提高 (%)个百分点。

国家电网公司表示，冀北、湖南、四川、重庆、
青海、新疆、西藏等 " 个省级电网的用电量增速较
大，预计超过 *+'。全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到 (%#

亿千瓦，同比增长 **%)'，如果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
天气，最大用电负荷可能突破 !亿千瓦。

商标代理

备案机构十年翻20倍
据新华社大连 !月 "!日电（记者张晓松）记者

从正在大连举行的“%&"! 年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
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 "('万
家，数量是十年前的 %&倍。

据介绍，从商标代理机构的类型上看，目前，一
般代理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各占半壁江山；从区域分布
上看，广东最多，其次为北京、浙江、上海、江苏，
总体上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及市场商标品牌经济活跃
度相符合。目前，我国每年通过商标代理机构提交的商
标注册申请高达"$&万件，超过总申请量的)&*。

第五届海峡论坛·台

湾特色庙会! 月 *& 日在

厦门热闹开场。庙会的

内容包括台湾特色小吃

和名优特产展、闽台民

俗展演、台湾县市图片

展、两岸烘焙师和咖啡

师职业技能比赛等。

图为台湾少数民族

演员在演唱民歌。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中国海事完成赤道搜救演习
本报北京 !月 "!日电 （记者左娅）记者今天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 月 *( 日下午 ) 时，中国海事旗舰“海巡
+*”轮举行海空联合搜救演习，这是中国海事首次在赤道
水域举行搜救演习。

据悉，演习模拟了“海巡 +*”轮接报，有人员在赤道水
域落水，紧接着船载直升机升空，锁定落水位置，随后船上
施放的救助艇快速救起落水人员。在甲板上，又对生命体特
征微弱的落水人员进行了紧急抢救，最后落水船员脱险。

为了纪念中国海事公务船首次穿越赤道这一特殊时
刻，“海巡 +*”轮还举行了升国旗、海事旗，倾倒祖国
泥土和长江水，投掷漂流瓶等一系列活动。

,+*)年入春以

来，位于内蒙古东部

的呼伦贝尔雨水充

沛，草原返青时间提

前且长势明显好于近

年同期，壮美辽阔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提前

迎来一年中最美的

“草原季”。图为牛群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吃草休憩。

新华社记者
刘勇贞摄

呼伦贝尔草原
开启最美季节

据西藏旅游局数

据显示， ,+*) 年 *

至 (月份，拉萨市累

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

百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 )(%$!'；实

现旅游收入 *+%))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

图为 !月 *(日，

游客在拉萨大昭寺外

准备进入参观。

刘 坤摄
（新华社发）

拉萨前五月

旅游创收超10亿

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

“蛟龙”号17日首潜
据新华社“向阳红 $%”船 ! 月 "! 日电 （记者张旭

东）记者从“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现场指挥部了
解到，“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 "'日将进行首潜，
这个潜次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长基线定位系统试验。

据介绍，这个潜次下潜深度将超过 "&&& 米，主要目的
有三个：一是验证潜水器的状态，二是进行潜水器长基线定
位系统试验，三是锻炼潜航员在海山地形的驾驶技能。

据了解，这个潜次将由“蛟龙”号主任设计师叶聪担
任主驾驶，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杨波和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刘开周下潜验证潜水器声学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和基
于长基线定位系统的自主导航软件。据介绍，叶聪、杨波
和刘开周三个人也是 '&&&米级海试中首次突破 '&&&米的
下潜组合，当时他们下潜至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