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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三十一日電】儘
管WTO號稱全球最大的多邊貿易組織，
但現實卻是，在過去 15 年僅有 5 個最不
發達國家獲准加入。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
司副司長黃任剛今日在 「最不發達國家加
入世貿組織最佳實踐圓桌會」閉幕新聞發
布會上指出，中國一貫對最不發達國家入
世給予支持，他並呼籲WTO各成員國共
同努力，就7月前改善最不發達國家現行
加入程序做出努力，從而為最不發達國家
入世提供便利。

世貿組織加入司司長奧薩克威則在同

一場合透露，今年將重點推進也門和老撾
加入WTO進程。他在回答大公報提問時
稱，無論是新成員國還是舊成員國，均需
遵守世貿規則，並在危機時刻展現責任心
，從而促進WTO的開放和發展。

中國是WTO 「促貿援助」倡議工作
組機制的創始成員和積極參與者。2011
年7月，中國曾設立 「最不發達國家及加
入世貿組織中國項目」。此項目通過資助
最不發達國家學生到世貿組織秘書處實習
等方式，幫助最不發達國家更全面參與多
邊貿易體制。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三十一日電】23 日，中
國航母平台進行第七次海試，也是一個月內第三次
海試，再次引起外界矚目。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
軍今日在北京表示，自去年8月以來，中國航母平
台已多次出海試驗，後續還要按計劃開展一系列科
研試驗，實屬正常和必要的。

航母數量屬推斷猜測
由於此前有網友拍攝到航母平台甲板上有艦載

機全尺寸模型開展適配試驗，外界由此猜測和預示
艦載機起降試驗可能很快開展。此外，美國國防部
公布的 2012 中國軍力報告提及中國首艘國產航母
將於 2015 年建成，未來十年還將建造多艘航母及
編隊艦艇。

楊宇軍表示，注意到外界對中國計劃建造多少
艘航母報道很多，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航
母平台正處於試驗階段，關於中國未來航母數量的
報道，都屬於推斷和猜測。中國有關部門會綜合考
慮各方面因素，認真研究中國航空母艦的發展問題
。」

外媒報道不符合事實
對於殲 20 第二架原型機試飛的報道及發動機

瓶頸制約殲 20 性能的觀點，楊宇軍重申，新型武
器裝備不斷深入開展試驗和試飛工作，是必不可少
的，也是正常的。 「其各項相關科研工作正按計劃
實施。外媒有關中國武器裝備發展的猜測和評論很
多，其中許多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近期內地網絡有照片顯示首艘056型護衛艦已
經下水。就其服役時間和配屬方向的問題，楊宇軍
表示，沒有需要發布的信息。

056型護衛艦係海軍新一代輕型護衛艦，表明
海軍積極發展遠洋作戰能力同時也未放鬆近海防禦
能力建設。根據現有資料分析，該型艦採用一定隱
身技術，滿載排水量近 2000 噸，主要武器為一門
76毫米火炮，FL-3000近程防禦系統、4枚反艦導
彈等，預料未來作戰應用為巡邏、護航、護漁等任
務。

上合組織首腦峰會將於6日至7日在北京舉行。
會議結束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在
結束對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訪
問之後，將參加在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市舉行的上合組
織成員國軍隊總參謀長會議，並於8日同與會各國總
長一道，參加 「和平使命-2012」演習戰略磋商。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今日表示，此次演
習是根據《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防部2012-2013年
合作計劃》。他介紹了 「和平使命-2012」反恐軍事
演習的相關情況，以及過去 10 年中上合組織在軍事
領域的合作內容。

楊宇軍說，10 年來，上合組織防務安全合作發
展迅速，建立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機制，舉行成員國
軍隊總參謀長會議，近 20 次舉行成員國國際軍事合
作部門領導會議，8次舉行以反恐為課題的雙邊或多
邊聯合軍事演習，5次舉辦防務安全論壇，並在人員
培訓、邊防合作、水文氣象等多個領域開展了廣泛交
流。

深化防務合作增戰略互信
他特別提到上合組織框架下的歷次聯合演習，都

把震懾和打擊 「三股勢力」、提高應對新挑戰、新威
脅的能力作為演習的課題。今年的聯演繼續以反恐為
主題。之前8次聯演成功的實踐，上合組織成員國軍
隊的演習規模已經從最初連級規模的戰術性演練發展
到今天集戰略磋商、戰役準備和實施為一體的諸軍兵
種聯合作戰演練。演習地點從邊境口岸、邊界地區和
沿海地帶，拓展到戰略縱深和腹地。參演兵力從步兵
、特種部隊拓展到陸軍、海軍、空軍各個軍種。

防務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組織合作的重要內容之
一。 「通過防務安全合作，增進了上合組織成員國的
團結，加強了軍事安全互信，提高了共同應對新挑戰
、新威脅的能力，為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
積極作用。」楊宇軍說。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北京三十一日消
息：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 31 日在例行記者會表
示，中國國防務部門和軍隊一貫重視包括香格里拉對
話會在內的各種多邊平台在促進對話交流、增進理解
信任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希望對話會能加強交流，
增進理解，擴大信任。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任海泉將率團
出席今年的對話會，外交部、國防部的官員和一些專
家學者也將與會。軍事科學院是中國軍隊的最高軍事
學術研究機構。這是根據工作需要作出的正常安排。

近年來，中國軍隊多次派出不同級別的代表團參
加香格里拉對話會。今年的對話會上，中方將同與會

各方就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
換看法。

對於參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是否會在會上與
中國軍方高層對話，楊宇軍表示，香格里拉對話會是
一個多邊的場合，與會各方代表都有會面和交流看法
的機會和可能。

盼美尊重各方利益和關切
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表示，中方歡迎美國在亞太

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希望美方尊重包括中國在內各方
的利益和關切。

有記者提問，美國防長帕內塔從 5 月 30 日起對

亞洲各國進行訪問，其行程圍繞中國周邊國家進行。
此前帕內塔稱，美國的戰略中心會繼續強調亞太分量
。中方對美國新的國防戰略有何評論？

劉為民表示，當前，謀和平、求合作、促發展是
亞太地區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亞太事務應由亞太
國家共同處理，各方都應該致力於維護和促進亞太的
和平、穩定、發展，不應人為突出軍事和安全議程。

「我們歡迎美國在亞太發揮建設性作用，也希望
美方尊重包括中國在內各方的利益和關切。我們希望
美方能同中國以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一起，共同建設
一個更加穩定、繁榮的亞太地區。」他說。

【本報訊】據中新社聯合國三十日消
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大使 30
日在中國常駐團駐地向媒體表示，中國於
6月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

根據目前安排，安理會6月將審議近
30 個議題，包括敘利亞、蘇丹和南蘇丹
、中東等國際熱點問題。安理會還將就武

裝衝突中保護平民問題舉行公開辯論。
李保東表示，6月安理會工作議程非

常繁忙。作為安理會輪值主席和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中國將堅持公正中立、高效務
實的原則，與安理會其他成員一道共同努
力，確保安理會各項工作順利進行，有效
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菲渲染對抗不利穩定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三十一日電】對於近期菲律賓利用黃

岩島不斷擴充海軍軍事實力，以及在這個敏感時刻，某些國家
準備為其提供艦船等武備這些舉動。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
宇軍今日在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自 4 月 10 日菲律賓軍
艦襲擾中國漁民以來，中方一直要求菲方盡快撤走在黃岩島海
域的船隻，同時堅持通過外交協商解決問題。但是，菲方卻高
調引進武器裝備，渲染軍事對抗，這種做法不利於問題的解
決。

他並稱，中國軍方希望菲方停止採取使事態複雜化、擴大
化的言行，以實際行動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未與韓簽署軍需協定
當被問及中韓簽署有關軍需互助支持的協定時，楊宇軍予

以否認。但他指出，中方非常重視與周邊國家的防務部門和軍
隊發展關係，中韓兩國建立了相鄰海空軍之間直通電話。自
2008 年這一電話啟動以來，雙方已經多次使用這個直通電話
，在人道主義救援和防止誤解誤判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空軍保持高戒備狀態
對於廣州軍區空軍近期逼退外國違規越界偵察機的報道，

楊宇軍表示，中國空軍部隊一直保持很高的戒備狀態，有效履
行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和領空安全的職責。而對於外媒報道稱，
福建沿海新建軍用機場，中國空軍可12分鐘飛抵釣魚島的消
息，楊宇軍稱： 「這一類問題涉及軍事部署，我不便回答。」

神九航天員有望吃熱飯菜
【本報訊】據《新民晚報》報道，上海航天局 5 月 30

日透露，神舟九號計劃6至8月擇期發射，屆時航天員將通
過對接機構進入到實驗艙，並有望首次在艙內吃上熱飯熱菜。

上海航天局透露，目前上海航天 「神舟九號實驗隊」已
在酒泉基地，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各項工作進展順利。屆
時，航天員將通過上海航天為主研製的對接機構進入到天宮
一號實驗艙，對接機構將經受 「載人交會對接」的考驗；上
海航天研製的低軌高壓電源系統也將接受進一步考驗，通過
供電能力的提升，有可能讓航天員能夠吃上熱飯熱菜。此前
，神六的航天員為了節省電能，吃的是冷飯冷菜。

報道稱，上海閔行三中學生提出的4種種子正搭乘天宮
一號遨遊太空。據介紹，神九發射成功後，航天員將把天宮
一號上搭載的經過航天育種實驗的種子帶回地面。

據悉，擔負此次任務的飛行乘組將由3名航天員組成。
目前，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在軌工作正常，具備航天員駐留
條件；神九、長二運載火箭已完成總裝，正進行出廠前各項
測試；航天員正開展任務訓練；發射場、着陸場、測控通信
等系統各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三十一日消息：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31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
會議，再次聽取全國民用核設施綜合安全檢查
情況匯報，討論並原則通過《核安全與放射性
污染防治 「十二五」規劃及 2020 年遠景目標
》。檢查認為，中國運行和在建核電站風險受
控，安全有保障。

會議指出，國務院 2011 年 3 月 16 日常務
會議聽取了應對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有
關情況的匯報，決定對全國核設施進行安全檢
查。有關部門組織核安全、地震、海洋等方面
專家，用 9 個多月時間對全國 41 台運行、在
建核電機組，3台待建核電機組，以及所有民

用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環設施等，進行了綜合安
全檢查。中國工程院組織開展了中國核能發展
的再研究重大諮詢項目，形成《新形勢下中國
核電發展的建議》階段研究報告。

今年2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了綜
合安全檢查情況匯報，對進一步深入檢查及落
實整改措施作了部署。

安全檢查的總體結論是：中國核安全標準
全面採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核安全
法規標準體系與國際接軌。民用核設施在選址
中對地震、洪水等外部事件進行了充分論證。
核電站在設計、製造、建設、調試和運行等各
環節均進行了有效管理，總體質量受控。

檢查認為，中國運行和在建核電站基本能
滿足現行核安全法規和國際原子能機構最新標
準的要求，具備一定的嚴重事故預防和緩解能
力，風險受控，安全有保障；民用研究堆和核
燃料循環設施滿足中國現行核安全法規要求，
風險受控，安全有保障。

檢查發現的問題主要是：個別核電站的防
洪能力不滿足新的要求，個別民用研究堆和核
燃料循環設施抗震能力未達到新的標準，部分
核電站未制定實施嚴重事故預防和緩解規程，
海嘯問題評估和應對基礎比較薄弱等。對這些
問題，有關部門和企業迅速組織整改，目前已
取得階段性成效。

溫總聽匯報 中國核設施安全

▲中國運行和在建核電站風險受控，安全有保
障。圖為大亞灣核電站 資料圖片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軍隊將於6月8
日至 14 日在塔吉克斯坦舉行 「和平使
命-2012」 聯合反恐軍事演習，以應對恐
怖主義引發的地區危機為背景，重點演練
山地條件下聯合反恐行動的準備與實施等
內容；演習分戰略磋商、戰役準備和戰役
實施三個階段。參演總兵力2000餘人，中
方參演官兵369人。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三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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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組織聯合演習回顧
時間

2002年
10月10-11日
2003年
8月6日-12日
2005年
8月18日-25日
2006年
8月24日

2006年
9月21-23日

2007年
8月9-17日
2009年
7月22-26日

2010年9月
10-25日

2011年5月6日

代號

演習-01

聯合-2003

和平使命-2005

天山-1號

協作-2006

和平使命-2007

和平使命-2009

和平使命-2010

天山-2號

參演國
中國、吉爾吉斯
斯坦
中、哈、吉、俄
、塔五國

中國、俄羅斯

中國、哈薩克斯
坦

中國、塔吉克斯
坦

中、哈、吉、俄
、塔、烏六國

中國、俄羅斯

中、俄、哈、吉
、塔五國

中、吉、塔三國

地點
中吉陸路口岸兩側邊境高山地
區
新疆伊寧和哈薩克斯坦烏洽拉
爾市
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山東
半島及附近海域
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和新疆
伊寧市

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穆米拉克
訓練場

烏魯木齊和俄羅斯車里雅賓斯
克切巴爾庫爾合成訓練場
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中國瀋
陽軍區洮南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和馬特
布拉克訓練場

新疆喀什

兵力

兩國邊防部隊和特種部隊

五國參演軍官聯合部隊800人，
包括吉特種分隊
陸、海、空軍和空降兵、海軍陸
戰隊以及保障部（分）隊近萬人
上合組織框架內中哈執法安全部
門首次舉行聯合反恐演習
約500多人，包括中方1個特戰
連和塔方1個摩步連、1個特戰
連和1個炮兵營約300人參演

中方參演兵力1600人

中俄雙方參加實兵演練兵力各
1300人
中方派出 1000名兵力，包括 1
個陸軍戰鬥群、1個空軍戰鬥群
和1個綜合保障群參加演習
中國雪豹突擊隊

中助最不發達國家入世

中國任安理會輪值主席

5月31日， 「蛟龍號」 載人深潛器在江蘇江陰的蘇南國際集裝
箱碼頭順利安裝至試驗母船 「向陽紅09」 。 「向陽紅09」 船將於
6月3日載 「蛟龍號」 赴馬利亞納海溝向載人深潛7000米級海試發
起衝擊 新華社

蛟龍將出海

▲殲20原型機2001號和2002號同時出現在停機坪
資料圖片

▼ 2010 年 9 月 24 日， 「和平使
命-2010」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武
裝力量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戰役實施
階段實兵演練，在哈薩克斯坦南部
馬特布拉克訓練場舉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