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韩国国防部召见日本驻韩
国国防武官，就日本发布的2017年
版《防卫白皮书》中将“独岛”（韩日争
议岛屿，日称“竹岛”）标注为日本领
土提出严正抗议，并递交了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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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 09

8日，日本政府发布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再次借助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
胁论”，渲染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为安倍政府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寻找借口。

针对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日在离开菲律宾
马尼拉前对此回应：日本是老调重弹。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8日也就日本再度渲染中国威胁论回击日方，敦促日方不要在错
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
质疑中国军力发展走向

中国国防部：睁眼说瞎话

201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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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大陪审团？
尼克松和克林顿也曾面对

大陪审团是美国较为独特的
检察制度，通常随机抽取16至23名
普通美国公民，经联邦地区法庭进
行背景审核后组成，职责是审查检
方的指控和证据，决定是否起诉嫌
疑人。

在美国，检察官如提起重罪和
死刑指控，须经大陪审团审查。简
言之，如果不起诉，不需要动用大
陪审团；但动用大陪审团，不等于
就一定会提起指控。

从历史情况看，尼克松的水门
事件和比尔·克林顿的白水案中，
都动用了大陪审团并最终导致这
两位时任总统出席听证会宣誓作
证，但两案结局迥异。

去年希拉里邮件门调查中，也
动用大陪审团发出多张传票，但调
查结果是建议不予起诉。

与美国影视中常见的6至12
人、当庭进行有罪或无罪裁定的小
陪审团不同，大陪审团是庭前程序
而非审判程序的一部分，只闭门听
取检方证据和意见，或独立进行调
查，不听取辩护人意见，其对传唤
证人和提取物证的要求具有强制
性。

起诉与否不好说
但“通俄门”收视率值得期待

动用大陪审团，是“通俄门”调
查新动向，但从美国司法调查程序
看，属于预料中事。

华盛顿辩护律师雅各布·弗伦
克尔说，这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
调查步骤”，不等于调查升级，也没
有为调查提出时间表。特朗普律师
称：这只是一个标准程序。

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启
动大陪审团，意味着未来数月，米
勒调查将不断传召证人宣誓作证
和索取文件，调查范围扩大、时间
长度也拉大，短期内难以结束。

但这一新动向本身，既不意味
着调查方在寻求起诉，也不意味着
调查结果必然走向起诉，调查本身
仍然通向多种可能性。

有媒体声称动用大陪审团

意味着已发现足够可定罪证据、
标 志 着“通 俄 门 ”调 查“全 面 升
级”、步伐加快，这些说法缺乏事
实根据。

此前，弗吉尼亚州东部联邦法
庭检察官已就前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弗林“通俄”调查动用大陪
审团。

据《纽约客》分析，米勒选择
另在华盛顿特区组建大陪审团的
原因：

一是“人和”——他非常熟悉
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庭法官（大陪
审团陪审员由联邦法庭进行背景
审核）。

二是“地利”——华盛顿特区
联邦法庭距离米勒的办公室仅几
个街区。

第三，可能存在政治考量——
华盛顿特区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民
主党和反对特朗普。

“通俄门”悬念当头
特朗普可能后悔这件事

就米勒使用大陪审团，白宫
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发表声明说，
特朗普的特别律师科布事先并不
知情，但白宫乐见米勒公平迅速
地进行调查，将完全予以配合。她
同时称没有理由认为前FBI局长
科米关于总统特朗普未受调查的
说法出现变化。

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妮·康韦
则作客福克斯新闻台，抨击“通俄
门”调查实质是非法搜罗罪状，如同
往墙上扔悠悠球，能粘点啥粘点啥。

特朗普本人则再度宣称“通
俄”故事纯属虚构。对“通俄门”调
查，各方最关心的不外乎两大悬
念。一是有无发现确凿并足以起
诉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的证
据，这关系到特朗普是否合法赢

得选举。二是有无发现确凿并足
以起诉特朗普作为总统妨碍司法
的证据，这关系到特朗普有无可
能被弹劾。

两大悬念的重点突破口，从
目前调查指向看，包括弗林、特朗
普家族成员和特朗普的纳税单。
需注意的是，这两道悬念，不仅是
司法题，更是政治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通俄”话题
势将持续保持热度，损耗和分散特
朗普政府精力。不过，调查的杀伤力，
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发现“猛料”、发
现什么性质的“猛料”、白宫的反弹和
反制，以及可能最为重要的：共和党
选民怎么看待这些“猛料”？

颇具戏剧性的莫过于，实际
上，如果特朗普当初不是贸然解
除了科米的职务，特别检察官调
查很可能迄今也无力启动。

（新华国际）

9日7时27分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精河县发生6.6级地震，周边地州震
感强烈。截至11时，地震共造成精河县32
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142间房屋倒塌，
1060间房屋受损，61处院墙和26座畜圈倒
塌、4条牧道受损，县城6栋楼房裂缝。此
外，受地震波及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
544间房屋、36座畜圈受损。地震发生后，
乌鲁木齐铁路局紧急封锁相关线路，扣停
部分旅客列车，迅速展开应急处置工作，
截至目前，已有40趟旅客列车在铁路沿线
车站扣停，21趟旅客列车晚点始发。

地震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
三级应急响应，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要
求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并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

武警新疆总队、自治区民政厅、交通运
输厅等多部门也启动应急预案，救援人员
迅速到达灾区，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当地地
震、消防、民政、卫生、交通、通讯等有关部
门正进一步调查灾情，组织抗震救灾。

武警新疆总队司令员管延密介绍，地
震发生后，总队立即派出距离震中最近的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支队精
河县中队15名官兵深入灾区展开救援，博
州支队60名兵力随后也到达现场。目前，
武警新疆总队所属克拉玛依支队独山子
大队100名兵力、二支队82名兵力和直升
机大队2架直-8型直升机全时待命，随时
做好出动准备。

目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已调派人员
全面排查受灾路段，对连霍高速沿线200公
里半径范围内的公路、桥梁、隧道及公路设
施进行了全面排查，并第一时间修缮受损
路段及公路设施，确保道路畅通。目前，新
疆已开通绿色通道，对前往精河地震灾区
公路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给予免费放行，
确保救灾车辆、人员、物资第一时间到达。

自治区民政厅向精河县地震灾区紧
急调拨500顶帐篷、500张折叠床、500套棉
被褥、500件棉大衣、1000个手电筒等大量
救灾物资，正在装车送往灾区。

目前地震造成灾区十余个移动通信
基站停电退服，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已出动
抢险人员42人次，应急保障车15辆，应急
通信车1辆，进行线路检查和抢通工作。

此外，地震区域内分布有360公里西气
东输二线和三线天然气管道。地震发生时，
西二线和三线霍尔果斯首站、精河压气站、
乌苏压气站均有震感。精河压气站迅速组
织站内人员分别对站内工艺设备设施、管
道沿线阀室等进行巡检，经排查未发现漏
点，设备设施运行正常。 （新华社）

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
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
贿案一审开庭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
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
受贿一案。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4年至
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
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
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
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
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
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
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
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黄兴国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
黄兴国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
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
界群众六十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新华社）

“通俄门”调查动用大陪审团

意味着什么？

艾滋病疫苗真的来了？
强生公司7月24日宣布了全球首次

HIV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结果，这一多中
心、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的1/2a期临床
试验招募了393位健康志愿者，志愿者分
别来自美国、卢旺达、乌干达、南非和泰
国，结果显示，志愿者对HIV疫苗耐受性
良好，并且100%产生了对抗HIV的抗体。

这次的HIV疫苗是马赛克疫苗，即利用
HIV的多种抗原（基因片段）组合在一起，形
成具有对机体免疫系统有较强刺激作用并
能生成有效抗体的疫苗，称为appROACH
疫苗。appROACH疫苗首先是在效果上令
人振奋。除了在受试者身上100%产生了抗
御HIV病毒的抗体外，还让受试者单次暴露
于艾滋病病毒（HIV）下感染风险减少了
94%，并且有66%的人在6次暴露于HIV下仍
然受到保护，没被HIV感染。

疫苗的试验采用了“初免-加强免疫”
策略，即在试验中受试者一共接受4次疫
苗注射，前两针疫苗是初免，后两针疫苗
是加强免疫注射。注射48周后，受试者没
有产生任何副作用，血液检测发现所有人
体内都产生了针对HIV的抗体。在对受试
者的实际保护评估上，HIV感染的风险降
低了94%。 （北京日报）

韩抗议日白皮书
主张争议岛屿主权

日本发布2017年版《防卫白
皮书》还引来韩国的抗议。8日，韩
国国防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国防武
官对马强介，就日方新版《防卫白
皮书》中将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
的竹岛，标注为日本领土提出严
正抗议。

韩方向日方递交的抗议书指
出，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国际法
上看，独岛都是毋庸置疑的韩国固
有领土。韩方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停
止对独岛“徒劳无益”的主权声索
行为，正视历史，并为共建面向未
来的韩日合作伙伴关系而努力。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面积约0.18平方公里。朝鲜、韩国、
日本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
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韩国国防部强调，将坚定应对
任何企图侵犯独岛主权的行为，坚
定捍卫韩国主权。韩国国防部就日
本政府从2005年开始通过《防卫白
皮书》主张独岛主权，无视韩国政
府的强烈抗议深表遗憾。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改变现状、引发国际社会忧虑的
是日方自己

日方妄称“中方在东海和南海
基于自身主张试图改变现状，已成
为国际和地区共同担忧的事项。”吴
谦对此回应，改变现状、引发国际社
会忧虑的是日方自己。

事实上，日方调整军事安全政
策，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日方大力扩
充军备，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军事部
署；日方作为域外国家，极力插手南
海事务。种种行径，哪一项不是改变
现状？！哪一项不是危害地区和平稳
定？！哪一项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担
忧事项？！
■日方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日方质疑中国军力发展走向，
指责中国国防和军事政策缺乏透明
度。吴谦说，“睁着眼睛说瞎话”。

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积极扩大
军事交往，广泛参与维和、护航和人
道主义救援行动，充分展示负责任
大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
日方为何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为
何不断重复谎言欺骗国际社会？其
背后究竟有何用心？这值得国际社
会高度警惕。
■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

针对日方说中方公务船频繁“侵
入日领海”，吴谦回应称，“一个最根
本的事实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
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有着充分的历史
和法理依据。中方在本国领海的正当
合法活动将会常态化进行。”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反思历史，
尊重事实，停止对华无端指责，停止
欺骗国际社会，不要在错误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

■渲染“中国威胁”为其扩军
找借口

回看2015年版和2016版的
日本防卫白皮书，日本渲染

“中国威胁论”的言辞，从“国
际社会表示担忧”，到直接站
出来表示自己“强烈忧虑”，对
所谓的“中国威胁”不断提升
抹黑的措辞。

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
又一次提升所谓的“中国威胁
等级”，同时还公布了2016年
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应
对中国飞机次数创下新纪录。
白皮书对中国的各项正常军
事活动和国防建设极尽抹黑，
渲染日本国家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这些正是为其扩军备战
寻找正当借口，只不过措辞依
然是老调重弹。

■详述日扩张性防卫政策最
新动向

白皮书详尽介绍日本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日本基
本防卫政策，并汇总防卫力建
设取得的进展、防卫支出连续5
年增长、与多国签署防卫装备
及技术合作协定等安倍政府扩
张性防卫政策的最新动向。
■强调日美同盟重要性

就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
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
础，在日本安全保障环境越发
严峻的背景下，强化日美同盟
变得更加重要。白皮书首次就
驻日美军的驻留问题表述称，

“不仅仅有助于我国的利益，
也有助于在该地区拥有利益
的美国自身的利益”。

日本政府8日批准的2017年
版《防卫白皮书》声称，“中国对地
区和国际社会安全环境的影响令
人强烈担忧”。这份白皮书字里行
间弥漫着“中国威胁论”的味道，
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为安倍政府
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而背书，为
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而造势。

白皮书中，涉华部分篇幅较
2016年有增无减，长达34页，对中
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
设妄加评论，对中国海军的例行
训练等正当行为肆意歪曲，扬言

中国海军的活动呈“扩大化倾向”。
日本将防空识别区划到中

国东南沿海一带，中国军机一
正常起飞训练，日本战机就紧
急起飞，而中国舰机正常通过
第一岛链的国际海峡，日本自
卫队也会跟踪拍摄，日本防卫
省还煞有介事地又是发布消
息，又是公布照片，极尽能事地
向国民灌输日本的安全受到中
国威胁的假象。

日本对周边国家非法侵占
中国南海岛礁并大力构建军事

基地视而不见，但却对中国在南
海维护主权的正当举动横加指
责。尽管日本从没有一艘商船在
南海航行受阻，却想方设法抛出

“维护航行自由”的伪命题。
2013年底，日本政府通过了

现行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
防卫力整备计划》。新的军备计划
以“综合机动防卫力”为基本概
念，把岛屿防卫和夺岛能力作为
重中之重，标榜将防卫力量向西
南转移以及实现陆海空三自卫队
的一体运用。从战略方向上看，把

日本防卫能力建设的重点放在西
南区域，针对的就是中国。

众所周知，安倍一直致力于
摆脱战后体制，幻想使日本重回
明治时期的“一等强国”，将修宪
奉为自己的“使命”。日本右翼势
力认为，通过修宪就可以解除自
卫队所受束缚。

安倍及日本右翼势力不断
制造假象转移人们视线，“中国
威胁论”鼓噪得越响，其军事野
心就越值得警惕。对此，爱好和
平的人们应擦亮眼睛。

新疆精河县
6.6级地震
造成32人受伤 千余房屋受损

中国国防部：
日方“睁着眼睛说瞎话”有何用心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
再度炒作“中国威胁论”

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日本发布2017年
度《防卫白皮书》发表谈话。谈话指出，日本新版《防
卫白皮书》，其涉华内容不改陈词滥调，充斥着对中
国军队的恶意抹黑和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欺骗。中国
军队对此坚决反对，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涉华部分
篇幅较2016年版有增无减。相较于2016
年版《防卫白皮书》有关中国部分的30页
篇幅，新版白皮书则包含长达34页的有
关中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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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鼓噪“中国威胁论”包藏险恶用心

据美国媒体披露，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门”问题
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组建和动用大陪审团来传召证
人和索取文件，且大陪审团已开展工作数周。

特朗普手下是否通俄、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公正，这是
“通俄门”风波两大悬念，事关特朗普是否合法赢得选举、特
朗普会否面临弹劾。

而尼克松和克林顿曾面对过的大陪审团制度，又会将
风波中的特朗普推向何处？

特朗普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