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斥“挑拨”

签“协议”

再“施压”

沙特王储首次回应记者遇害
“令人发指”誓言法办凶手

沙特记者卡舒吉
“失踪”事件

追踪

40年前的10月，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值此重要节点，日本首相时
隔7年正式访华，信号鲜明，
意义重大，成果可期，必将
有利于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
华期间，双方将举行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招待会。

40年来，中日关系走
过了一段不平凡历程，虽
有风雨曲折，但更多是硕
果累累。40年来，条约的核
心精神历久弥新，缔结条
约的初心历历可鉴。推动
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就是要始终不忘条约
精神和缔结初心，始终恪守
包括条约在内的中日间四
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和四
点原则共识，管控分歧，深化
合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奠定
更加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两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
祉。中日各自处于新的发
展阶段，各临机遇和挑战。
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
产业互补特征明显，务实
合作潜力巨大。2017年，中
日两国贸易额超过3000亿

美元。日本经济界对中日
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以
及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
应对老龄化等领域合作的
呼声日益高涨。物流巨头
日本通运等一些日本企业
已率先投身“一带一路”框
架下的广泛合作。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有助于亚洲和平
繁荣和全球治理改善。当今
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势
力抬头，给全球自由贸易、多
边体系带来冲击。中日作为
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深
深嵌入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体
系，都无法独善其身，拓展合
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才是
双赢乃至多赢的正确选择。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离不开民意改
善和民心相通。近年来，中日
间人员往来规模突飞猛进，
2017年突破1000万人次。今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访日游
客超过400万人次。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值此“四十而不惑”的重要
节点，我们深信，中日双方
只要同心协力，相向而行，
不忘和平友好初心，放眼
健康长远未来，中日关系
必能稳中有进，迎来新的
更大发展。 （新华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010月月2525日下午抵达北京日下午抵达北京，，
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
问问。。此访是日本首相时隔此访是日本首相时隔
77年正式访华年正式访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10月月2525日下午在人民大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与安倍晋三共同出会堂与安倍晋三共同出
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约缔结4040周年招待会并周年招待会并
致辞致辞。。

李克强表示李克强表示，，4040年年
前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
瞻远瞩瞻远瞩，，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做出做出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战略决断的战略决断，，继邦交正常继邦交正常
化之后化之后，，为两国关系发展为两国关系发展
树立起又一重要里程碑树立起又一重要里程碑。。
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
中日和平共处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世代友好
的大方向的大方向，，确认了确认了《《中日中日
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的各项原则，，
包括日方深刻反省战争包括日方深刻反省战争
责任及坚持一个中国原责任及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的重要表态则的重要表态，，明确规定明确规定
中日两国要发展持久的中日两国要发展持久的
和平友好关系和平友好关系。。包括条约包括条约
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文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
治法律基础治法律基础，，成为两国关成为两国关
系健康发展必须牢牢把系健康发展必须牢牢把
握的基本指针和遵循握的基本指针和遵循。。

新华时评

不忘初心，
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李克强指出，40 年来，中日关系

历经风雨考验，但和平、友好、合作
始 终 是 主 流 。值 此 缔 约 40 周 年 之
际，我们要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
大方向，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共同构
建更加成熟稳健、务实进取的中日
关系。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取得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既深刻改变了中

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未来我们也将
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正在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正在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将越来越大，水平
会越来越高。这将为中日双方开展更
高层次的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创造更
大机遇。我们欢迎日方更加积极参与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续写合作
共赢的新篇章。

共同构建更加成熟稳健、
务实进取的中日关系

双方应当共同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

李克强强调，当前地区和国际形
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一个重返正
轨并呈现积极发展势头的中日关系，
有着巨大合作潜力和发展机遇，也面
临困难和挑战。双方应当共同努力，推
动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

一是努力增进政治互信。双方要
牢固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战略定位，
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
政治共识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
中。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
则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
精神，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为两国关
系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

二是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充分发
挥互补优势，进一步激发合作潜力，不
断拓展共赢空间，深化创新合作，共同
开拓第三方市场，推动双方合作提质
升级。欢迎日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将中日互利合作推向更加广阔
的舞台。

三是加强和深化民间交往。广泛
开展文化、教育、体育、地方等各领域

交流，将民间友好转化为中日关系发
展的社会基础。支持推动两国民众特
别是青少年一代扩大往来，夯实两国
友好的民意支撑。

四是携手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贡
献。中日作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
要经济体，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促进
地区发展繁荣。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努力做亚洲乃至世界发展的稳
定轴、增长极和动力源。

李克强表示，我们愿与日方一道，
牢记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初心，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开创中日关系
的美好未来。

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规定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指引
了日中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发展，日
本也与中国一同前行。日中两国对亚
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日中
友好合作持续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繁荣作贡献。 （新华社）

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中日关系历经风雨考验
但和平、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24日首次公开回
应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遇害事件，说要把杀害卡舒吉
的凶手绳之以法。

当天，穆罕默德王储还与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通电话，讨论两国在卡
舒吉遇害案问题上将采取的必
要合作措施。

此外，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4日宣布吊销涉案沙特公民的
赴英签证。

“沙特和土耳其正联手调查”

大会首日签署总额大约500亿美元的协议

土耳其安全官员向媒体“喂料”

10月23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出席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新华社发

责编 余小红 美编 唐倩 叶燕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台湾铁路局将普悠玛列车出轨事故肇因
指向司机未报备关闭ATP（列车自动防护系
统）且超速，研判属司机的人员疏失；但通联记
录显示司机有告知调度员ATP关闭。台铁隐瞒
通联记录嫁祸司机的卸责行为，遭到台湾各界
痛批，台铁局长已请辞获准。

台铁6432次普悠玛列车21日在宜兰新马
车站附近出轨翻覆，造成18人死亡、190人受
伤送医。台铁24日召开记者会，指事故本身是
因司机员自行关闭ATP，且台铁调阅无线电
通联记录发现，司机员没有报备给调度员，加
上又在新马车站超速，所以台铁研判这起事
故属于人为疏失所致。

但是，台行政管理机构普悠玛事故调查小
组和媒体获得的通联记录均显示，列车司机员
有告知调度员ATP关闭。

长达43分钟的通联记录显示，事故发生
前，司机员一路求援，不断向调度员报告列车
动力异常。虽然调度员、检查员持续协助帮忙
厘清，却无法解决，直到最后一刻，双方仍在
通话试图解决动力问题。记录还显示，列车行
驶至宜兰车站前已确认无法行驶至最终目的
地（台东），而必须在中途车站（花莲）更换列
车继续行驶，但通联记录只有看到请列车驾驶
继续行驶的记录，并未要求列车降低车速。

通联记录披露后，媒体、民意代表、专家等
一致痛批台铁局“撒谎”“嫁祸司机”，要求全面
检查普悠玛列车安全性及整顿台铁运行机制
等问题，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新华社）

2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迎
来了一场不同以往的专题询问会。这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首次对“两高”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布置成“回”字形的会场座无虚席，8位常委
会委员、3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人民法院解决

“执行难”、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
律监督工作，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怎么算“基本
解决执行难”？怎样切实解决执行过程中查人找
物难题？执行不能、受害人又很困难的案件怎么
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张军和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负责
人，一一作答。问得直接，答得坦诚。体现了法律
的庄严性，监督的严肃性。“面对面地问答和交流，
我体会到一种紧张和压力，这对今后的执行工作
也是动力。”回答了提问的最高法院审委会专职委
员刘贵祥说，“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整改落实，
绝不会出现‘询问归询问、问了也白问’的情况。”

到会应询的最高检负责人则感慨：“今天
的专题询问是一次政治考试，是一次法律考
试，是一次检查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现场考
试。我们将进一步转观念、抓办案、重效果、强
队伍，补齐民事检察监督这个‘短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认为，这次
人大以专题询问方式监督“两高”工作，将对司
法公正和中国法治进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首次！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专题询问“两高”

台铁出轨事故究因：
台铁嫁祸司机遭痛批 局长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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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

北京开始正式访华。中方期待此
访取得什么成果？

答：我们希望在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
节点，双方能够充分利用这次
访问，确认双方互为合作伙伴

和机遇，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改
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期待安倍
首相此次访华能取得成功和

积极成果。关于访问的具体情
况，双方会及时发布消息。

（外交部网站）

外交部：期待日本首相此次访华能取得成功和积极成果

韩国防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
完成哨所及武器装备撤离

韩国国防部 25 日确认，板门店共同警备
区内韩朝双方哨所、军队及武器装备的撤离工
作已于当天结束。

韩国国防部当天发布公告说，为落实《〈板
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明确提出的板
门店共同警备区内“非武装化”目标，截至当地
时间下午1时，韩朝双方军事部门与“联合国
军司令部”已从板门店共同警备区撤出枪支、
弹药等武器装备以及哨所和军队。对此，韩国
媒体解读认为，这意味着板门店共同警备区

“实现解除武装”。
韩国防部表示，韩朝双方将从26日开始，

各自安排35名非武装人员在该区域内执行警
备任务。韩朝双方及“联合国军司令部”还计划
于26日和27日联合检验哨所等设施的武装解
除情况。 （新华社）

国防部：推动中美两军关系
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5日在国防部例
行记者会上，就中美两军关系、中印陆军联训
等问题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本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
表演讲，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指责。请问对
此作何评论？

吴谦说，有关讲话充斥着对中方的无端指
责与污蔑，对此我们坚决反对。美方讲话指责
中国军费快速增长，但同时宣布美国国防费增
至7160亿美元，这种思维与逻辑是典型的“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事实上，中国的
国防预算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军费开支
只有美国的十九分之一。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
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
公共安全产品。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完全是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吴谦说，在中国和东盟
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趋稳向好。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方频繁派舰机赴南海
并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
军演和巡航，这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吴谦透露，不久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进行
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会晤。马蒂斯当面再次邀
请魏凤和访美，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此保持着密
切的沟通与协调。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
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沟通、增进互
信、加强合作、管控风险，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两
国关系的稳定器。

吴谦透露，根据 2018 年度国际军事合作
计划，中印“携手”陆军联训将于年内在华举
行。双方计划于11月在成都举行计划会，就联
训具体安排进行磋商。 （新华社）

穆罕默德王储在沙特首都利
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一场会议上说，杀害卡舒吉的罪行

“令人发指”，让所有沙特人心痛。
“沙特和土耳其正联手调查，

凶手将接受司法审理，正义终将
获胜。”他同时说，卡舒吉在沙特
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
一事触发的愤怒不会扰乱沙特改
革进程。

穆罕默德王储现年33岁，倡
导经济改革，推动外来投资多元

化，减轻沙特经济对原油出口的
依赖。

这是穆罕默德王储首次就卡舒
吉遇害公开发声。他说这番话前，美
国《华尔街日报》刊发对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的采访。特朗普暗示穆
罕默德王储可能牵涉这一事件。路透
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名
顾问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王储。

沙特方面没有回应那些指认。
穆罕默德王储说，一些人试

图利用这一事件，挑拨沙特与土

耳其的关系。
现身“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前，穆罕默德王储与埃尔多安通
电话，讨论双方为查明真相需要
采取哪些步骤。

现年59岁的卡舒吉，本月2日
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办
理与结婚相关手续后“失踪”。沙
特方面一度坚称卡舒吉当天离开
领事馆，20日改口，说这名记者死
于领事馆内一场“斗殴”。目前已
有18名沙特籍涉案人员被捕。

受卡舒吉事件影响，20多名
西方政要、知名银行家和企业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参加23日开幕的
第二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路
透社报道，尽管一些人抵制，数以
百计银行家和企业高管依旧参
会。大会首日签署总额大约500亿
美元的协议。

法国爱丽舍宫说，总统埃马
纽埃尔·马克龙24日与沙特国王
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通

电话时说，法国和其他伙伴国一
起，可能对杀害卡舒吉的凶手采
取惩罚性措施。

路透社解读，马克龙出言谨
慎，因为法方试图维持对沙特的
影响力及双方在能源、金融和军
售领域的商业关系。2008年至
2017年，沙特成为法国第二大武
器买家，订购金额合计大约110
亿欧元（约合125亿美元），包括
去年大约15亿欧元（17亿美元）

的订单。
沙特军火另一主要卖家英国

认定沙特方面对卡舒吉事件的解
释缺乏可信度。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24日与萨勒曼国王通电话，敦
促后者配合土方调查。她随后说，
英国将禁止所有嫌疑人入境。

只是，特雷莎·梅仍然支持对
沙特军售。她说，英国武器出口条
件严苛，向沙特出口武器符合英
方程序。

土耳其国家电视台和其他媒
体24日获取的监控画面显示，卡
舒吉遇害前，沙特领事馆一辆车
在伊斯坦布尔市郊一片森林里

“踩点”。
美联社报道，画面显示，一辆

挂外交牌照的黑色汽车出现在贝
尔格莱德森林入口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日
说，卡舒吉遇害前一天，沙特领
事馆官员到那片森林和土耳其

亚洛瓦市“踩点”。他呼吁沙特政
府将逮捕的全部嫌疑人移交土
方审判。

按照土耳其官员的说法，卡
舒吉2日遇害；调查人员正在调查
卡舒吉尸体被遗弃在上述两地的
可能性。

美联社解读，土耳其安全官
员向媒体“喂料”，旨在向沙特方
面施压。

所谓“施压”，涉及沙特官方

初步调查结果所作暗示，即卡舒
吉遇害带有某种“偶然性”，后续
被多方质疑。

另外，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
社24日以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
沙特方面不允许土方调查人员搜
查领事馆内一口井。为了查找线
索，土方调查人员先前搜查领事
馆、总领事官邸和领事馆车辆，说
掌握“某些证据”。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