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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健行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尉健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尉健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江泽民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中华全
国总工会原主席尉健行同志的遗体，16 日在北
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尉健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8 月
7日 8时在北京逝世，享年 85岁。

尉健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
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尉健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6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
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
幅“沉痛悼念尉健行同志”，横幅下方是尉健行
同志的遗像。尉健行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
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
乐声中缓步来到尉健行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
哀，向尉健行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尉健行同
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江泽民在外地送
了花圈，对尉健行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
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尉健行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
往送别。

8月16日，尉健行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江泽民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这是

习近平与尉健行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上世纪就有一些西方学
者开始批评“西方中心”主
义，主张研究中国问题需要
有“中国取向”。可在二战结
束 70 年后的今天，西方社会
仍然严重存在着低估中国抗
战地位的意识，其主要表现
之一，是不了解日本军国主
义的好战性与凶残性，不了
解东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情况。因此，考察日
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独特轨迹，将有助于知己
知彼，正确判断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关系，深刻认识中国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中国人民率先抗击世界
上好战的军国主义强国

中国人民抗击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法西
斯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日本究竟是一个什
么样的国家？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
猪木正道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非纯粹
的军国主义国家，而是应该称之为超军国主
义的极权主义。传统的军人贵族的大多数成
了对希特勒展开抵抗运动的中心。”他的结
论：“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
疑的。”在猪木正道看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好
战性，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一部近
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可资佐证。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至 1945 年战败投降，日本军

国主义每 5 至 10 年即进行一场对周边国家
的侵略战争，用兵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在世
界近现代史罕见其匹。对这样的侵略战争
史，日本右翼著者却大言不惭，粉饰为“百年
战争”。

20 世纪 20 年代，由第一次国共合作发
动的北伐战争推倒了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军
国主义恐惧中国的发展与统一，时任关东军
参谋的石原莞尔预测，“中国国民之民族运动
与恢复国权运动实属自然”。其结果，“统一
必定成功，其国力亦将渐次集结”。

日本军国主义视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
生命线”，又将中国东北问题同其世界政策
联结一体，认为该地区“四周有天然地障，
自成一战略据点”“退可保养国力，整顿兵
马，待时机成熟，即可猛然跃起，越过天
险，侵入中原”。要与美、英“三分天下霸
业”，夺得满蒙即可奠下“稳固不拔之基
础”。按日本战争预算，控制鞍山钢铁、抚
顺煤和油页岩及林木等财源，每年可“绰绰

有余地提供 3 亿日元”，不仅“可以自给自
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

基于上述战略形势判断与日本军部的扩
张需求，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
北地区。侵华战争的发动，刺激了日本国内
战争体制的强化。1936 年二二六事件发
生，日本国家权力最终落入法西斯统制派军
部手中。军部再次修改了 《帝国国防方针》
和 《用兵纲领》，通过“五相会议”制定了

《国策基准》，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
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
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从而确定了全
面侵华以及针对亚太地域的北、南并进的侵
略国策。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招致了世界范
围的连锁反应。其后，日本于 1933 年退出国
联，1934 年废除华盛顿条约。1936 年日、德
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附属协定书，
1937 年 11 月意大利签字加入。日本军国主
义与德、意法西斯联手，成为横跨东西方的最

危险的世界大战战争策源地。因此，中国人
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世界和
平，保卫世界公理正义的崇高意义。

二、从日本的北、南进决策看
中国抗战的地位

一些西方二战史学者刻意贬低中国战场
地位，把中国战场看作太平洋战场的附属，但
事实表明，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集中了海、
空精锐军力，但就战争的基本目标、战略地位
诸方面考察，中国仍是东方战场的重心，日军
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侵吞中国。

日本由北、南并进的国策方针指引，于
1937 年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凝聚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旗帜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全国性抗战，挫
败了日军速战速胜企图。日本军部制定出

《昭和 13 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等方略，
实施全面的对华战略封锁。日军的进攻锋线

缠绕着中国运输线，转向东
南亚半岛，意图实现包抄之
势。1939 年，德国大规模进
攻波兰，此举极大刺激了日
本的战争胃口。此后两年多
时间内，日本军政高层一直
摇摆于北进苏联远东地区、
南进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战
略选项之间。最终结果是，

为掠取战争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日
本于 1941年 12月 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

期间，日军曾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冬季
攻势，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
1940 年 7 月 27 日，大本营联席会议制定

《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
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
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后，军部北进派一度抬
头。但是，参谋总长杉山元强调：“目前将重
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7月 2日御
前会议决定：“依然向着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
前进，同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
的步伐。” （下转第三版）

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
徐 勇

新华社天津 8 月 16 日电 （记者陈二

厚 李靖） 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
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后，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立即作
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截至 8 月 16 日上午，公
布的遇难人数达到 112 人，失踪 95 人，有较
大幅度上升。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赴事故现场，看望慰问消
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并就下

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作
出部署。

李克强一下火车就首先来到爆炸事故现
场隔离区，察看救援搜寻、清理处置等情况。
他说，现在明火虽已扑灭，但现场情况还相当
复杂，要继续科学搜救失联人员，全面摸排危
化品情况，确保不落死角、不放过任何一个疑
点。李克强对环境监测车上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群众高度关心周边空气、水质、土壤等环
境质量，要增强环境监测力量，24 小时不间

断进行监测，及时发布权威准确信息。
李克强看望并慰问连日奋战在一线的救

援官兵和消防队员。他说，在人民群众生命
遭遇危难关头，你们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地付
出勇敢和牺牲，党和政府感谢你们。他叮嘱
大家在救援中要注意保护好自身安全。

李克强走进临时安置点，了解受灾群众
生活、医疗等情况，要求有关方面认真听取
他们的诉求和建议，细致贴心地把群众安置
好。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

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
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广州，这座 2000 多年来从未中断海上贸易的中国城市，以其
独特的魅力，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再度起航。

南沙，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名片

从广州市区出发，驱车近一小时来到广东自贸区广州南沙新
区片区。大型工程车穿梭来往，时有大片农田映入眼帘，一幢幢拔
地而起的新建筑正散发着浓郁的“南沙热度”。

南沙地处珠三角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 38 海里，澳门 41 海
里，是广州通向海洋的通道。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南
沙这块改革高地正以开放合作平台的定位精准发力，一口受理、企
业信用分类监管、海关快速验放、DIT 延迟中转业务等一系列由南
沙首创的改革措施正在落地、铺开。

南沙新区自贸办主任潘玉璋告诉记者，南沙新区正在开展一
系列新的创新尝试。比如，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大力发展航运金
融等特色金融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
新；推动金融服务业对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减少对
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限制，支持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
平台；进一步发挥南沙新区示范带动作用，创新发展模式、管理体
制、产业布局和合作机制；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订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加大金融、电信、娱乐、医疗、旅游领域开放力
度；简化报关清关手续，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进出境
手续，放宽出口检验检疫。

“我们是外向型企业，产品50%外销，设备也很大程度上依靠进
口，入驻南沙新区使我们的通关成本降低了一半，跨境人民币服务创
新对我们也是极大的利好。”晶科电子公司财务总监周白云告诉记
者，“以前办理进口的各种手续要一周，现在一两天就能办完。”

晶科电子是一家生产 LED 高端光电产品的企业，自 2006 年
在南沙成立以来，体验到了政策红利带来的便捷。“珠三角地区拥
有制造业腹地优势，我们所处的行业在这里已经形成成熟的产业
链条。未来希望借助自贸区的对外优势在南沙打造辐射海外的
LED半导体产业集群。”周白云说。

不做“搬运工”，向国际航运中心进发

林炳伦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生产一线巡逻查看，对任
何驾驶违章、机械操作不当或其他安全隐患严抓不懈。

林炳伦是广州港集团一位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员工，是集团
里赫赫有名的操作能手，目前担任南沙港区操作部经理。近年来，林

古城广州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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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伦发现，3E级船舶（船的一种序列，即指规
模经济、能源效率以及环境绩效高的船舶）
已经成为南沙港区的常客，容纳 1.5万标箱
左右的集装箱船一周会有5班。如今，世界
排名前20的班轮公司都已进驻南沙港区开
展业务，其中包括马士基、中远、中海、达飞

轮船等全球著名的集装箱班轮公司。
广州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孙邦成

告诉记者，2014 年，南沙港区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 1108 万标箱，跻身世界单一港区集
装箱吞吐量前列。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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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价 总 体 大 涨
基 础 不 存 在

今年以来，随着一系
列楼市利好政策的实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和
二手房量价齐升，楼市再
现回暖迹象，但并不意味
着楼市将重回“大步快
涨”时代。由于房地产市
场供需关系更加均衡，政
府宏观调控政策更为合
理，房价整体快速上涨的
基础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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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利 好 全 球 投 资 者

英国安石集团首席
分析师简·德恩认为，中
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真正
原因在于其前所未有的
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将进
一步筑牢未来中国经济
增长的基础。新常态意
味着巨大的投资机遇，越
来越多的海外机构投资
者将受益于中国的经济
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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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进 创 新 创 业 ，
比 想 象 的 还“ 拼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被定位为“发展的动力之
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
计、强国之策”。在促进创
新创业方面，党中央和国
务院比想象的还“拼”。
2013年以来，以国务院名
义发布的410份文件中，
与促进创新创业相关的多
达50份，营造了良好的创
业环境。

（（详见五版详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