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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怒批日本外相钓鱼岛言论
人民网北京 11 月 12 日电 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网站消息，
我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就日本岸田外相
有关言论答记者问，全文如下：
问：据日本媒体报道，11 月 11 日
上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
针对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中涉及钓鱼岛
内容应询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
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

化，并列举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和东海资源开发问题称东海处于紧张
状态，日中双方主张不同。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答：我们对日方有关言论表示严
重关切和不满。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
土。中日双方日前发表的四点原则共
识的含义和精神是清楚的。近年来日
方无视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执意采取单方面挑衅行动，是导致当
前钓鱼岛紧张局势的根源。中方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
移，同时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管
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我们敦促日方
正视历史和事实，信守承诺，按照原则
共识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在钓鱼岛
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一切损害中国
领土主权的行为。

美国放宽中国公民签证
时报综合消息 据美国《侨报》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 10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公
民赴美商务和旅游签证(B 类签证)有效
期将延长至 10 年，赴美学生签证(F 类签
证)将延长至 5 年。当天，白宫也发表声
明称，美方将于本月 12 日起实施对华新
签证措施，为前往美国从事商务和旅游
活动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 10
年的多次入境签证，为赴美留学的中国
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 5 年的多次入境
签证。
报道说，按照白宫发布的声明，放
宽两国公民入境的签证措施有助于进

一步密切美中经贸、投资、商业和人文
联系，也有利于提振出口，加强两国经
贸联系。这背后是一个用 2.8 亿美元换
211 亿美元的聪明生意。
根据白宫发布的数据，2013 年共有
180 万中国旅行者访问美国，为美国经
济做出 211 亿美元贡献，帮助美国增加
了 10.9 万个就业岗位。然而，中国作为
目前世界上出境旅游增长最快速的国
家，每年却仅有低于 2%的出境游客选择
美国，其中，出行成本和签证问题是最
受关注的两个问题。白宫预计，实施更
加宽松的签证政策后，2021 年将有 730
万中国旅行者来到美国，为美国经济贡

献 850 亿美元，帮助美国增加 44 万个就
业岗位。
但是，
这项将签证有效期从 1 年放宽
至 10 年的新政也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可观
的“签证申请生意”。美国在华签证中心
官网(www.ustravel.com)显示，根据现行
的汇率(1美元兑换 6.2元人民币)，
商务/旅
行(B)和学生(F) 签证的申请费用为 160 美
元，约合人民币 992 元。按照去年 180 万
中国人赴美旅行的数字来计算，
美国在中
国的签证业务上赚取了约 2.88亿美元，
超
过 17 亿元人民币。如果用 2021 年的预
期赴美人数来算，
美国将损失 11.6亿美元
签证费的大部分。

“刀锋战士”恐再遭起诉
时 报 综 合 消 息 南 非 国 家 检 察 署 10 日
说，他们打算对南非知名残疾短跑运动员、
“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枪杀女友一
案的判决提出上诉。法庭定于 12 月 9 日对
上诉申请进行裁定。
皮斯托瑞斯现年 27 岁，
2013 年 2 月 14 日
在比勒陀利亚家中枪杀利瓦·女友斯廷坎普，
自称误把后者当做入室窃贼，
他随后获保释。
检方先前指控皮斯托瑞斯犯谋杀罪，而
主审法官托科齐莱·马西巴今年 9 月认定皮
斯托瑞斯系过失杀人，于 10 月宣布判处他 5
年监禁。皮斯托瑞斯眼下在比勒陀利亚一
家监狱的医院服刑。法律分析人士认为，皮
斯托瑞斯可能服刑 10 个月后获释，剩余刑
期转为在家中软禁。
为了推翻先前的判决结果，检方必须首
先得到马西巴的许可，才能向最高上诉法院
提出上诉。上诉申请将于 12 月 9 日在比勒
陀利亚市北豪滕高等法院由马西巴裁定，皮
斯托瑞斯枪杀女友案先前一直在这家法院
审理。如果皮斯托瑞斯被改判谋杀罪，他将
面临 15 年至 25 年监禁。
检察官称，
被告触犯一则有关
“间接故意”
杀人的法律条款。这一条款规定，
如果嫌疑人
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
却继
续自己的行为，
即被视为谋杀。检方希望最高
上诉法院能依据这则法律为被告重新定罪。

俄军机潜艇频繁异动

令北约“高度不安”

操纵汇率

五大跨国银行被罚 34 亿
时报综合消息 包括瑞银集团、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在内的全球五家跨国银行收到一张金
额高达 34 亿美元的巨额罚单，而上述五家银行
也终于同全球范围内数家监管机构，在操纵汇
率问题上达成和解。
此次涉事的五家银行分别是瑞银集团、
汇丰
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以及苏格兰皇家
银行。此前监管机构在经历了长达一年时间的
调查之后认定上述五大银行在全球外汇交易市
场试图操纵交易标准，
而全球外汇交易市场每日
的交易规模高达 5 万亿美元。事件曝光之后，上
作为世界三大女子选美赛事之一的 2014 国际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
11
述银行中已经有多名交易员被停职或开除。
月 11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73 位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佳丽在此竞逐当年
在这张价值 34 亿美元的巨额罚单中，瑞银
国际小姐桂冠。经过民族服装、
泳装、
晚礼服三轮比拼，
来自波多黎各的 21
集团被罚金额最高，达到 6.61 亿美元，而向其开
岁大学生马蒂亚斯夺得本届“国际小姐”称号。图为最终进入前五名的佳
出罚单的分别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和美国商
丽在获奖后合影。中间为新科国际小姐马蒂亚斯。中新社发 高越 摄
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此外，瑞士金融市场 管理
局还向瑞银集团开出了一张价值超过 1.34 亿瑞
士法郎的罚单。
瑞士金融市场管理局还要求瑞银集团必须
将自身至少 95%的全球外汇交易实现“自动化
时 报 综 合 消 息 据 香 港《文 汇
“罗塞塔”计划于 1993 年展开，
操作”，与此同时该局还要求瑞银集团限制外汇
报》报道，经历长达 10 年的太空之
耗资 13 亿欧元。若取得成功，这将
和贵金属交易员的奖金发放规模。瑞士金融市
旅后，欧洲太空总署彗星探测器“罗
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彗星。欧洲
场管理局还表示其还发现瑞银集团中部分交易
塞塔”号 12 日将迎来最关键时刻， 当局希望在彗星上找到有机碳分子
员的薪酬水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被严重错误 “ 菲 莱 ”号 登 陆 器 会 尝 试 降 落 在
及氨基酸等早期生命物质，协助解
计算，偏离程度达到 200%。
“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
释地球生命之源。
表面。若取得成功，将是人类探测
彗星目前距离地球约 5 亿公里，
器首次登陆彗星。
正以时速
6.5 万公里往太阳方向飞
俄一架卡-32 直升机坠毁
德国达姆施塔特的控制中心于
行。2004 年升空的
“罗塞塔”
号，
于今
北京时间 12 日凌晨 3 时 30 分开始， 年 8 月飞抵距离彗星约 100 公里的轨
分 4 次评估“菲莱”号登陆器是否适
道，
发现其表面不平，
难以降落，
科学
合登陆。欧洲航天局位于德国达姆
家几经辛苦才发现合适着陆点。
时报综合消息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施塔特的欧洲空间运转中心 12 日
“菲莱”号着陆后会展开为期 4
11 月 11 日消息，俄罗斯一架飞机在斯塔夫罗波
证实，欧航局彗星探测器“罗塞塔” 个月的探测任务，分析彗星表面化
尔边疆区坠毁，4 人受伤，1 人失踪。
已于欧洲中部时间 12 日 9 时 35 分
学结构，观察是否可能存在有机碳
据报道，坠毁飞机为一架卡-32 直升机，坠
（北京时间 12 日 16 时 35 分）释放准
分子或水等能孕育生命的物质，以
毁地点位于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飞机
备登陆彗星“丘留莫夫-格拉西缅
印证外层空间星体撞击地球带来生
发生事故时机上共载有 5 人，坠毁导致 4 人受
科”的“菲莱”着陆器。
命的学说。
伤，1 人下落不明。飞机坠毁后还发生大火。

欧洲探测器“追星”10 年首登彗星

4 人受伤 1 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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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综合消息 综合英美媒体报道，伦敦
的一个安全智库近日指责俄罗斯奉行“危险
的边缘政策”，采取一系列“令北约高度不安
的”
针对西方国家的侵犯领空、
海上近距离遭
遇以及针对西方国家的模拟袭击等行动。
报道说，俄罗斯数月来出动更多的军机
来试探北约的防御。据欧洲领导力网络称，
像这样的俄国军机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将近
四十次接近或侵犯了北约领空。这个网络
发表的报告说，其中一架俄军机与一架民航
客机在丹麦上空险些相撞。 据悉，一艘俄
罗斯潜艇出现在瑞典水域，引发了大规模搜
索行动；还有一名爱沙尼亚的情报官被绑
架，甚至还有对美国的模拟导弹袭击。
乔纳森·埃尔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
国际主任。他说：
“ 我们看到俄罗斯突破安
全保障的企图，实在是非常危险。”防务专家
巴里说：
“我认为，这显示出俄国统治集团有
多大的抱负。”这个抱负就是防止北约扩展
到俄罗斯边界，甚至迫使北约放弃对前苏联
卫星国的承诺。

朝谴责韩“护国演习”
时报综合消息 据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
报《劳动新闻》12 日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
委员会书记局 11 日发表公报，谴责韩国举
行“护国演习”。
公报说，
韩国与美国共同举行的所谓
“护
国演习”，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来看，都是彻
头彻尾的侵朝战争演习、核战争演习。韩方
此前单方面停止朝韩高级别接触，并开展迄
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护国演习”，暴露了其不
愿进行对话、
不会放弃战争策动的企图。
公报说，朝鲜军民绝不允许韩国进行侵
朝演习，如果韩方对朝方进行哪怕丝毫侵
犯，朝方都将予以无情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