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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应询表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是台海和平稳
定的最大保障，“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是两岸和
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以武拒统”注定失败。

有记者问：日前有调查显示，如果大陆武力攻
台，66%的台湾民众认为台军无法抵抗，请问发言人
有何评论？安峰山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有记者问：近日有学者表示，两岸和平统一的
可能性越来越小，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安峰山回答说，今年5月20日以来，两岸关系
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十分关
注，纷纷表达看法。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坚定维护一
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的立场是明确、
一贯的。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争
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立场坚定不移，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特朗普要往何处去？

“2016年年底的世界形势是
这样的：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
最大经济体几乎每天都在相互挑
衅。这场看上去就像世界政治操
场上的吵架行为表现出的是一场
经济利益竞争。”德国《法兰克福
汇报》近日刊载的这篇文章给近
期的中美现状作了一个高度凝练
的概括。

这话当然有偏颇，毕竟挑衅更
多应该说是美国对中国“单方”的
行为。最新的挑衅举动是美国白宫
在当地时间 23 日宣布通过的

《2017 财 政 年 度 国 防 授 权 法》
（NDAA）。对外界而言，该法案中
有两个事项最受关注，一是首次写
入“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为
中美关系增加新的不确定性；二是
宣布拨款8000万美元成立一个对
抗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中心。

虽然该法案由奥巴马签署，
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掌控，这项
国防预算案也基本可以看作妥协
之下的版本。目前令全球瞩目的，
就是特朗普带领下的共和党政府
将把中美关系带向何处去？

中国用行动表明立场

对于这样的态势，中国也用行
动表明了立场。据《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10日，中国空军编队突破了
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第一岛

链”，并飞越巴士海峡，环绕台湾岛
飞行；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航
母“辽宁”舰为核心的编队穿越连
接冲绳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的

“第一岛链”驶入西太平洋。这是首
次确认中国军队航母在西太平洋
展开训练。

“进入12月后持续展开积极
活动的中国军队被认为是彰显实
战能力的提高，以牵制美国特朗
普新政权。”《日本经济新闻》称，
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模式就是“以
出乎意料的言行打乱对手的节
奏，以便在谈判中占得先机”。这
种模式无视美中外交上的一切协
定，突入对手最为介意的议题，从
而搞清楚对方究竟能够做出多大
的让步，这就是特朗普的想法。

隐隐的“火药味”变浓？

隐隐的“火药味”正在变浓。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
美国作为一个领导世界的稳定器
似乎正在转变成为一个领导世界
的震荡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刊文这样说道。

显然美国新一届政府过于自
信了。“在某个时刻，特朗普会发
现，打破总体而言指导地缘政治、
具体而言指导美中关系的规则可
能会带来不良后果。”日本《日经亚
洲评论》周刊网站发表美国加州克
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
敏欣题为《特朗普时代美中关系可
能的三个走向》一文称，但这一时

刻到来之前，我们很可能会遭受一
段疯狂和不可预测的时期。

“中国当前想搞清楚的是，特
朗普政策是否准备让美国在经济
和战略层面与中国对抗。”英国

《金融时报》网站发表专栏作家吉
迪恩·拉赫曼的观点称。

G2的说法是有原因的

今天，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乃至
战略利益密切相关，所以才有了
G2的说法。这也使得全球更加忧
虑和关注中国将如何回应美国新
一届政府的“任性”举动。英国《金
融时报》刊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
文的题为《中国将务实回应世界新
秩序》的文章，这位“中国通”如此
分析中国应对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国目前存在三种互有重叠思想
派别，占上风的一派将决定中国对
特朗普的反应。无论哪种情况，中
国的回应都将是极为务实的，不会
考虑任何意识形态因素。”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也在报道
中相对抱有信心地指出，“也许，
人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中美领导
人都能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合作与
协调对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特
别是世界经济尚处在困难和不稳
定之中。”

中国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态度
与智慧。问题在于，太平洋另一端
的领导人如何说服对现状不满的
民众保持和服从理性的政策选择
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多张首艘国产航母高清照
片在网上引发关注，照片中的国产航
母外形及诸多构造细节一览无余，甚
至能看清航母舰岛武器开口的结构。
虽然国产航母主船体合拢成型的消息
早已被官方证实，但如此高分辨率的
航母照片却是在日本共同社网站上流
传开来，拍摄者是该社工作人员。

国产航母乃国之重器，正处于建
设之中，严禁无关人员非法拍摄。在
重重安保之下，日方人员还能拍到如
此众多高分辨率图片，这不得不让人
警醒。

军事保密事关国家安危、政权巩
固和战争成败。历史上，因为泄密而
受到重创的例子屡见不鲜。甲午战争
前夕，日本间谍准确获知了清政府增
援朝鲜的出海时间，从而在预定海域
突袭清军运兵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高升”号事件。侵华战争前，大批乔
装打扮的日本浪人涌入中国，大肆进
行各种地形测绘、资源勘探和社会调
查等间谍工作，为日军此后肆虐中国
提供了详尽的情报支撑。当前，大数
据云技术、摄影摄像、民用无人机等
技术迅猛发展，技术窃密风险加大。
与此同时，国外间谍机构也开始把策
反和利诱的触角向社会各阶层全面
延伸。近日，海南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一起泄露国家秘密案，犯
罪分子到军港附近拍摄军舰照片，记
录活动规律，向境外传输 90 多次情
报，部分达到机密级。

当前，我国安全形势正发生着深
刻复杂变化，隐蔽战线的形势越来越
严峻，防间保密压力越来越大。沉痛的
教训告诉我们，防间保密事关国家安
全和民族利益，必须常抓不懈，严防严
治，丝毫不能放松。 （中国国防报）

日媒竟拍到
国产航母高清照片

堪忧！

28 日上午，沪昆高铁最后一段
贵阳至昆明开通运营，在我国大西南
与东部沿海之间画下浓墨重彩的“一
横”。沪昆高铁的全线开通，标志着早
期规划的“四纵四横”高铁干线网基
本成型。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沪昆高铁是“四纵四横”中最长的

“一横”，是我国东西向最长铁路客运
专线，途经6省市，全长2252公里。其
中上海至杭州段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开通，杭州至长沙段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开通，长沙至贵阳段于 2015
年6月18日开通。

沪昆高铁贵阳至昆明段全长463

公里，设10个车站，初期运营时速300
公里。开通初期，将安排开行贵阳北
至昆明南间G字头动车组列车11对。
2017 年 1 月 5 日后，将开行北京、上
海、广州、郑州、武汉等方向到昆明的
G字头动车组列车。届时，昆明到各大
城市旅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昆明到
北京由原来的约33小时缩短至约12
小时，到上海由原来的约34小时缩短
至约11小时，到深圳由原来的约29
小时缩短至约7小时。

目前，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
12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超过2
万公里，西部地区铁路超过 5 万公
里。 据新华社

有记者问：美国2017年度国
防授权法案首次写入所谓美台
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请问国台
办对此有何回应？

安峰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中美关系

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我们坚
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来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国对
台售武，这一立场是明确、一贯的。

安峰山在回答有关提问时
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内
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
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美方能够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处理涉台
问题。 据新华社

有调查称“如果大陆武力攻台，66%的台湾民众认为台军无法抵抗”

国台办：“以武拒统”注定失败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是台海

和平稳定的最大保障和平稳定的最大保障，“，“台独台独””势力势力
及其分裂活动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及其分裂活动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
大威胁大威胁，“，“以武拒统以武拒统””注定失败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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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进入“扑朔迷离”的关键时刻

对于近日有报道称，“台独”政治团体“时代力
量”邀请几位所谓的香港“自决派”议员赴台湾活
动，安峰山在答问时表示，一小撮“台独”势力妄图
与“港独”相勾连来分裂国家，是不可能得逞的。就
像“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所说，最终只会落
得头破血流的下场。

在回答有关两岸两会目前保持何种程度沟通
的问题时，安峰山表示，今年5月20日以来，由于台
湾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两会的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
因和责任，大家都很清楚。海基会方面只有得到明
确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这一共同政治基础，两会的联系协商机
制才可以得到延续。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
碰壁”

两会的联系
沟通机制已
经停摆”

转向“明独”？
两岸同胞应
高度警惕

有记者问：台湾方面推动“公投法”修正案，原
打算将“领土变更”列入其中，有舆论认为，这是台
湾当局从隐性“台独”转向“明独”迈出的实质性一
步，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安峰山回答说，对于任何形式分裂国家的言
行，两岸同胞都应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坚决反对任
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辽宁舰穿过
第一岛链，台
湾方面非常
紧张？

有记者问：辽宁舰日前穿过第一岛链，台湾方
面非常紧张，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安峰山回答说，海军发言人已就此专门作了说
明。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辽宁舰编队
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训练，这是按照年度训练
计划所组织实施的。

据新华社

2017年即将到来的时刻，中美关系也进入了近几年间最为“扑
朔迷离”的关键时刻。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前脚刚刚公开挑衅“一个中
国”原则，并任命鹰派出任国防部长、任命质疑对华贸易的人执掌贸易
政策；后脚，现任总统奥巴马又在任期的最后几天通过了引发极大国
际关注的《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

五年前，陕西省决定在西安、
咸阳两市建成区之间组建西咸新
区。秦汉新城是新区的五个组团
之一。

然而近日，有文物保护工作
者反映，秦汉新城的多处项目屡
次在不履行报批手续、未进行任
何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在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咸阳城遗
址保护范围内施工，严重威胁到
了这一区域地下文物的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获得了一份秦
咸阳宫遗址博物馆文件，其中附
有一份辖区内违法建设项目汇总
表，多达 27 个项目。其中包括秦
汉新城管委会大楼在内的建筑和
道路，都属于违法建设，均未履行
文物审批手续——有的干脆盖在
了秦咸阳城遗址之上，有的直接
横穿遗址保护核心区。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回复：

秦汉新城违法项目
立即全部停工

昨日，本报刊登《建在秦都遗址上的新城被曝多处项目涉嫌违
法》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昨日下午，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
理委员会对此作出及时回复，称在秦咸阳城遗址建设控制地带的在
建项目立即全部停工，逐项核查相关手续，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秦汉新城回复全文如下:

12月28日，成都商报刊登了《建在秦都遗址上的新
城被曝多处项目涉嫌违法》一文，引发部分媒体转载及
关注，现就有关情况向广大媒体及社会公众说明如下：

1.秦汉新城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文物保护“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划定文物
保护紫线，统筹文物保护与新城建设，认真履行文物保
护与展示的职责。

2.针对媒体报道，秦汉新城已成立由管委会主要领
导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态
度，按照文物部门有关要求，全面排查辖区在建项目。

3.在秦咸阳城遗址建设控制地带的在建项目立
即全部停工，逐项核查相关手续，并按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我们将继续围绕弘扬历史文化、建设文化之城的
规划目标，依托区域内丰富的文物资源，保护和展示好
秦汉历史文化，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让文物保护成
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同时，自觉按照《文物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要求，严格履行项目建设相关手续，并自觉接
受媒体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关于成都商报刊登《建在秦都
遗址上的新城被曝多处项目涉
嫌违法》一文的情况说明

新新//闻闻//回回//顾顾

违法建设项目汇总表
列出了27个项目沪昆高铁全线开通

最长一横画完
四纵四横成型

最高检28日举行“依法履行检察
职能，积极参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
力”发布会，建议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
社会各界共同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

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11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
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人，
经审查，批准逮捕1114人，不批准逮捕
759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697人，经
审查，起诉2337人，不起诉650人。

面对禁而不绝的校园欺凌，检察
官和教育专家从“法”与“情”的角度给
出了自己的建议。

如何界定“欺凌”“暴力”？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史卫忠认为，严格来讲，“校园
欺凌”或者“校园暴力”不是法律用语。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
发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
通知》，校园欺凌事件指的是“发生在
学生之间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
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
伤害的”事件。

史卫忠介绍说，根据校园欺凌和
暴力行为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违规、违
法行为和刑事犯罪。校园欺凌和暴力
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涉嫌犯罪的，可能
适用的有多个具体罪名，如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检察机关在办
案中，是根据案件事实，认定是否构成
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比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
岁的学生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
行索要其他学生随身携带的生活、学
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
一定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已
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学生出于
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
激，多次对其他学生强拿硬要，扰乱学
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近年查办案件有何特点？

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违法与犯罪
交织，情况较为复杂。从近期检察机关
办理的案件情况来看，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涉案罪名相对集中，主要集
中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抢劫、聚众
斗殴等几类，其中伤害类和侵财类案
件所占比重较大。

二是在涉案主体方面，性别上，校
园暴力以男性为主，女性中学生涉及
聚众暴力伤害犯罪成为新的增长点；
中学生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占比较高。

三是作案手法上，作案动机的简
单性和突发性明显，拉帮结派，恃强凌
弱现象较为突出。以陕西西安临潼区
检察院所办案件为例，因碰撞、口角、
玩笑，甚至眼神、微小日常摩擦事件引
起的纠纷占48.6%，经济、感情纠纷占
37.5%。 据新华社

最高检谈校园欺凌：
今年已批逮上千人
建议各界共同遏制

28日，由昆明开往贵阳的G4136次列车经过贵州省安顺市境内的水桶
木寨特大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