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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记者查

文晔） 海峡两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学
术研讨会 24 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全
民族抗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
文漪在开幕式上致辞。她指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洗刷了近
代以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
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成为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在中华民族抗日

救亡斗争中，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
治、争取回归祖国所进行的抗争，构成了
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抗战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
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林文漪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的决定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岸
同胞应以心相交、尊重差异、增进理解，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不断增强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要坚定
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坚持开展两岸协商谈判、推进各领域交
流合作，坚持为两岸民众谋福祉。

研讨会上，两岸专家学者对抗战历
史进行科学考证，对史料进行严谨分
析。通过研讨与交流，深化了对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澄清了对一些
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增进了两岸在抗
战史研究方面的相互理解。与会专家学

者表示，期待共同加强抗战史料的征集
和整理，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共
同维护两岸良好的交流合作局面，共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次研讨会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出
席。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两岸专家学者
及有关单位代表共 60 余人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台盟中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作了发言。

海峡两岸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记者
从有关方面获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
念活动新闻中心将从8月27日开始
对外接待服务。新闻中心设在北京
梅地亚中心宾馆。新闻中心将热情
地为前来采访纪念活动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的记者和外国记者办理采访证件，受
理采访申请，安排记者采访纪念活
动，并为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便利的
信息服务和必要的技术保障。

新闻中心境内记者接待处的联
系 电 话 是 ：68521900、68522700，
传真电话：68533271、68533272；港
澳台记者接待处的联系电话是：
68521600、68521700，传 真 电 话 ：
68533252、68533257；外国记者接
待 处 的 联 系 电 话 是 ：68521200、
68521300，传 真 电 话 ：68533242、
68533250。

新闻中心网站（www.kzjn70.
cn）和微信公众号（kzjn70）将于 8
月 25日开通。

新闻中心网站由新华网承建。
网站将及时发布纪念活动的动态、
公告、通知等，报道新闻中心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和外出参观采
访活动，提供相关知识和背景材料，
为境外记者做好采访服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即将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 70 年了，而民族的伤口依然裸露，
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仍远远没有愈合。最痛的点无
疑是残害中国妇女的暴行与日军性奴隶制度。时至今
日，日本一些政客还常常顾左右而言他，用人口贩卖代
指暴行的“模糊”表态，更使得这份罪恶无比丑陋。

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所到之处，无论是城市还是
乡村，都有大量强奸事件发生，被害中国妇女难以计
数。1937 年 11 月，日军占领苏州后，强奸中国妇女
1320人，还把230多名妇女驱赶到一个大宅院内，供其
将校级军官集体奸淫。12月，日军占领扬州时，仅19日
一天就强奸中国妇女350名。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性
暴行也剧增。在南京对中国妇女的强奸罪行达到了顶
点。当时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用日记、照片、电影胶片真
实记录了日军兽行。粗略估计，南京遭受凌辱的妇女超
8万人，其中6.5万人被杀害。

没有最残暴，只有更残暴。比遍地强奸更让人发
指的，是日军的慰安妇制度。“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
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这一行为
是有组织、有计划、最残暴的战争犯罪，是对人道主义
的粗暴践踏。日军通过强掠、骗征、俘掳女军人等方式
获取慰安妇。二战中，世界各国至少有 40 万妇女成为
日军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
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70%是中国妇
女，她们遭受了旷古未有的屈辱和苦难。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军强征妇女充当性奴隶的罪行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维护人权的立场出发，中国、韩
国的受害者与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正义人
士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讨还公道的正义要求，并且得到
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日军残害妇女的暴行与性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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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摆脱侵略者的丑恶面孔，捏造了所谓的“东京
审判史观”。安倍在 2006 年甚至妄称东京审判是“依据事
后法进行的审判，是无效的”，对于那些被判罪的战犯，竟称

“在国内法上并没有将他们作为战犯看待，这是国民的总意
愿所决定的”。这种倾向值得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重视和认
真对待，重申东京审判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十分必要。

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 1946 年中至
1948 年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
判，它是在广泛代表性基础上的审判。1945 年 9 月 2 日，日
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
终胜利。为了处置战犯，警示后人，维护世界长久和平，中、
苏、美、英等战胜国在日本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法
官和检察官分别来自美、英、中、苏、法、澳、新、荷、加、印度、
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这 11 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占世界的三
分之二以上，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国家，许多曾
长期遭受日本铁蹄蹂躏，尤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为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
伤亡。

东京审判是一次和平、文明、正义的审判。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根据许多一手资料和 1000 余人的证词，核实史实，
揭发和列举了日本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以及犯下的骇人听闻
的罪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
铁证如山地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本质。

东京审判具有国际法标志性意义。被告名单是由国际
检察局确定的，各国检察官经反复讨论协商，确定了 28 名
被告，并提起诉讼。后因 2人病死、1人精神失常，被免予起
诉，最后判决的被告为 25 名。对臭名昭著的东条英机、土
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
武藤章 7 人处绞刑，其余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判决肯
定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罪
行，在国际法上首开先例，推动了国际战争法规的建立与
发展。

东京审判作为一场世界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政治
审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追究了战犯个人的
战争责任，伸张了正义，其正义对邪恶、文明对野蛮大审判
的性质不容篡改与抹黑。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东京审判是怎样一次审判

台湾在 1895 年马关条约后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
则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侵占。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
胜利前，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日
本直接操控之下，分别经历50年和14年的殖民历程。

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中国东北和台湾就
成为日本资源的主要供应地。以工业资源为例，有研
究资料显示，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自 1931
年后大幅增加。1931 年为 2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
的 61%；1932年为 32.2万吨，占进口的 73%；1933年为
45.3 万吨，占进口的 71%。煤炭也是如此，1932 年为
703 万多吨，1933 年为 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1055 万
多吨；台湾则几乎全部工业被日本垄断，到 1945 年，日
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
60%，电力工业的96%，制糖工业的94%，完全控制了台

湾的经济命脉。这些资源成为日本的战争基础，却给两
地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

日本侵占台湾后，山地警察对原住民积年累月地
剥削压迫，引发了 1930 年著名的“雾社起义”。为了消
灭起义军，日本竟然出动飞机公然施放国际上禁用的
毒气弹，使大部分起义者死于毒气之中，罪行令人发
指。在东北，九一八后，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移民
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日本人取得的土地
绝大部分是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
或霸占的，而被剥夺土地却未离开原地的农民，都沦为
日本人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甚至被圈在“集团部
落”当中。迄今为止，东北境内已经发现 60 余处“万人
坑”，掩埋着 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4日电）

看看当年日本所谓的“殖民开发”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记者华春雨） 为纪念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烽火中的中
国女性——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专题展 24日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开展。

展览包括民族劫难、妇女受辱，全民抗战、妇女奋勇，抗
战胜利、妇女荣光三个部分，以鲜明的主题、独特的视角，展
示中国共产党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示中国
女性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和英雄气概。

专题展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主办、全国妇联支持，将
持续到 9 月 10 日。期间，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还将推出

“民族精神讲堂”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烽火中的中国女性”专题展开幕

夏末，伊犁昭苏盆地麦田
金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
七十七团职工袁华在观察作物
长势，这几天冒出的一丛丛杂
草没逃过他的双眼，他掏出手
机拍张照片，迅速传到“庄稼体
检中心”。

当日，袁华便得到回复：
“这可能是牵牛花，建议在晴天
施用药剂二甲四氯。”袁华据此
顺利除掉了杂草。开出良方的

“庄稼体检中心”是今太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去年在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
落户，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团场
职工提供远程技术服务。

农业是兵团最具优势的产
业，主要作物的良种覆盖率、种
植 业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均 超 过
90%。虽然生产水平全国领
先，但兵团并未放松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借助互联网、卫星导
航等技术，不断筑牢产业优势。

在八师石河子总场，13 万
亩棉田一眼望不到边，目力所
及，棉株成一色、间距均相同。

“这要归功于应用北斗导航系
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八师农
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李进江告诉记者：“棉花标准
的行距是 66 厘米，人工播种最大误差会到 1 米。应用卫
星导航机械化作业，能保证七成以上的棉田误差在 2.5
厘米以内。”目前，八师有 270 部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
无人驾驶播种机，为棉花高效生产提供了保障。

今年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字当头优化产业
结构，让老产业走上了新路子。上半年，完成生产总值
587.73亿元，同比增长 14.3%。

新园区、新定位、新产业、新项目⋯⋯在霍尔果斯经济开
发区兵团分区采访，“新”字不绝于耳。在这里，填补国内外
空白的中烨氢能源项目投产在即；兵团首个汽车项目——镇
江精工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兵团分区最初规划发展化工等产业，我们推翻了原
来的方案，决定走一条新路。”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
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丁憬说：“兵团分区重点发
展以高端装备、新能源为主的新兴产业，以总部经济、现
代物流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适当补充农产品加工产业，
把园区打造成先进制造业发展示范区、欧亚大陆综合物
流贸易集聚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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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文汇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各中央企业要坚决
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贯
彻落实好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抓好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据悉，国资委要求各中央企业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
摆在首要位置，把“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企业
文化的血液，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固化为不可
逾越的制度红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从严加强隐
患排查与整治，一把手要亲自部署，重点工作要亲力亲
为；狠抓预防治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推进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建设，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国务院国资委要求

央企要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记者董碧娟今天从科技部
获悉：为推动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现代农业，科技部日前发布第一批共 8 家国家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区。

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包括北京现代农业科
技城、河北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安徽皖江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区、山东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河
南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湖北江汉平原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区、湖南环洞庭湖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新疆现代
农业科技城。

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发布

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24 日电 （记者李荣） 台风“天
鹅”的外围环流不容小视。继 23 日上海浦东四镇一度受
淹之后，24 日白天上海全市再度受到暴雨和特大暴雨袭
击，最大雨量超过 244 毫米。局部地区交通受到影响，一
些积水较深的下沉立交，实行了临时封闭措施。

上海中心气象台 24 日早晨把面向全市的暴雨警报
级别提升至橙色，同时针对降雨最为集中的嘉定、闵行、
青浦等区，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在整个雨情处置
过程中，全市 400 多座泵站转入暴雨模式运行，56 支排
水突击队和 38 辆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地区协助抢排；
全市 1.8万环卫工人及时上岗，共清理 2.5万个雨水口。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记者林晖） 记者 24
日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今年第 15 号超
强台风“天鹅”正一路北上，可能在朝鲜与俄罗斯交界处
沿海登陆后进入我国东北东部地区。

国家防总会商认为，受“天鹅”影响，8 月 27 日至 29
日，东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
雨。“天鹅”风力强、影响范围广，要把局部强降雨引发的
山洪灾害作为防御重点，充分发挥建成的山洪灾害防治
系统作用，及时转移受威胁地区群众，确保生命安全。

超强台风“天鹅”致上海遭特大暴雨袭击
可能继续北上影响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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