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天举行的第四届东方

经济论坛全会上, 普京在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演

讲后说,建议双方今年

年底前在“不设任何

前 提 条 件 的 情 况

下” 缔结和平条约。

普京还强

调,他并

不 是 在

开 玩

笑 ,他

认

为先缔结和平条约

有助于解决两国间

过去 70 年未能解

决的问题。

普京所说的

问题主要是指俄

日领土争端。 日本

北海道以北的齿舞、

色丹、国后、择捉四岛

被日本称为北方四岛,

在俄罗斯被称

为南千岛群

岛。 这些岛

屿二战前属

于日本 ,二

战后被苏联占领。日苏两国 1956 年签署《日苏共同

宣言》,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 宣言规定,

双方将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条约缔结后

苏联将归还齿舞岛和色丹岛。 但此后日本一直主张

四岛必须全部归还, 导致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僵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继承国实际控制四岛。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先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再缔结

和平条约。 普京上述建议的实质是双方搁置领土争

议,优先缔结和平条约,这与日方立场正相反。

在日本, 北方四岛问题一直是日本政府对俄外

交的敏感点和“软肋” ,也是安倍政府对俄外交试图

寻求的主要突破点。 普京这一看上去突如其来的建

议让安倍政府颇为尴尬。菅义伟 12 日在记者会上强

调, 先解决四岛归属问题再缔结和平条约的日方立

场“完全没变” 。

“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下签定和平协议”

据新华社电 北美防空司令部

12

日发表声明说

,

美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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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美国阿

拉斯加州附近拦截两架俄罗斯轰炸

机

,

但俄军机并未进入美国或加拿大

领空。

声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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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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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专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

旅游线路，萃取了南方 7 个最值得游玩的

城市。 香港，有斑斓无比的夜景；澳门，有

沉淀已久的过往；厦门，有令人心醉的海

滩；九江，有纳凉圣地的庐山……这次，你

的双眼就是最棒的相机，而风格各异的美

景，都在途中，更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火

车旅行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这里。

对于长辈来说， 旅游应该是惬意、轻

松和享受的，而非走马观花。 在平时或许

要去几次旅行才能玩遍这么多地方，那么

这趟旅程让我们一次玩遍南部五省七市

一次玩个够。 如果可以，叫上几个伙伴一

起出发，唠唠家常，看看风景。透过车窗去

感受风光，就像是用延迟技术拍下的风景

大片。

家天下号经典一线多游旅游专列日

前已经启动报名，该专列将于 10 月 19 日

左右出发，800 人将乘坐专列一路向南。

线路特色如下：

实惠：2280 元 / 人起即可出游。

保障：专列是经国家铁路局特批的全

列卧铺火车， 整趟专列除了工作人员外，

全部是参加旅游的老人，专列火车全程不

更换，减少中转旅途劳顿。

特色：一线多游为老年人量身定制行

程。 在一条线路里，融合了风格各异的景

点，整体旅游节奏是相对缓慢的，安排合

理。

安全： 全程配保健医生加双份保险。

在整个行程中， 医疗队随团服务，35 人左

右就会配一个全程陪同工作人员，可随时

应对旅游过程中的突发状况。

线路：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

厦门、庐山经典品质 13 日旅游专列

更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

广深珠港澳、厦门、庐山专列 12 日游 启动报名

��������活动价格：2280元 / 人起

活动时间：10 月 19 日左右

（以铁路总公司最终调令为准）

特别提醒：办理港澳通行证需

要 7 至 10 个工作日， 有意向的朋

友需要抓紧时间提前办理

咨询地点：贵阳市小十字报业

大厦 17 楼

咨询电话：85823558

24小时咨询电话 13787198856（刘）

广告

8月 31日至 9月 1日，贵阳市第三届“筑

城公益汇” 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成功举

行。活动期间，我市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响

应、踊跃参与，纷纷为脱贫攻坚工作慷慨解囊、

奉献爱心，现场捐款达 1173278元。现将爱心企

业和个人捐款情况予以公示：

捐赠方 受赠方 金额（元）

爱心人士———肖笛 贵阳市云岩区明彻助

学促进中心 100,278

����新疆嘉永富贸易有限公司贵阳市云岩区

中天社区皇钻养老中心 100,000

����贵州酱香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贵阳市云

岩区蓝豹应急救援中心 50,000

����爱心人士———李乔 贵阳市云岩区创业协

会 40,000

����贵州不一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市云

岩区恩济社会组织支持中心 50,000

����爱心人士———金谦玉 贵阳市云岩区

明彻助学促进中心 30,000

����贵州景顺环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贵

阳市云岩区明彻助学促进中心 20,000

����贵州君天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明区都

市情缘征婚交友中心 300,000

����贵州一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南明区群

工委 20,000

����贵州众顺康商贸有限公司南明区社工委

10,000

����贵州美房美家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 南

明区社工委 5,000

����贵州安壹品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 南

明区爱心家园 5,000

����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南明区智

仁和谐家庭服务站 5,000

����贵州九通恒益置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

明区爱心家园 5,000

����碧桂园贵阳中心 南明区乐益社工服务

中心 5,000

����贵州轩通大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南

明区乐益社工服务中心 5,000

����贵州佰仕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

明区益百起公益服务中心 5,000

����贵州伊思特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

明启明社会工作服务社 3,000

����贵州米克屋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南

明区乐益社工服务中心 3,000

����贵州宾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沙冲社区

和谐物业促进会 2,000

����贵阳传奇医院有限公司 南明区普众社

会组织发展中心 1,000

����贵州省开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明区残

疾人幸福汇训练中心 1,000

����贵州远方城投市政环境有限公司 南

明区新华社区智慧家老年人综合服务所 1,

000

����南明长源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明区普众社

会组织发展中心 1,000

����贵阳天杰雅居装修有限公司 南明区普

众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1,000

����贵阳颠康医院有限公司 南明区普众社

会组织发展中心 1,000

����贵州贵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花

溪区兴隆社区左邻右里联合会 10,000

����贵州四力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花

溪区圆梦爱心社 10,000

����贵州花溪万达客运有限公司 花溪区圆

梦爱心社 10,000

����贵州恒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花

溪区兴隆社区左邻右里联合会 10,000

����贵州乾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花溪区明

珠社区溪北蒲公英联合会 10,000

����贵州白云中城宇置业有限公司 白云区大

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50,000

����贵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 白云区大山洞

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50,000

����贵阳永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白云区大

山洞社区服务中心 (白云区大山洞社区居委会

社会组织联合会) 20,000

����绿地集团（贵阳白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白云区大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

会 20,000

����贵州华田赣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白

云区大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20,

000

����白云区大山洞社区和谐促进会 白云区大

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20,000

����贵阳品筑置业有限公司 白云区大山洞

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20,000

����贵州繁盛星迪酒店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白云区大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2,

000

����贵州大黔苗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白

云区大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1,

000

����贵阳鸿瑞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白云区大

山洞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联合会 1,000

����贵州悦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观

山湖区袁老师青少年心理护航工作站 50,

000

����贵阳盘江置业有限公司 观山湖区春禾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0,000

����贵阳盘江置业有限公司 观山湖区春禾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0,000

����贵州省扎佐林场医院 修文景阳护理院

50,000

贵阳市第三届“筑城公益汇”爱心企业及个人捐款情况公示

普京提议打乱安倍“小算盘”

俄罗斯总

统普京 12 日

建议,俄日在不

设任何前提条

件的情况下签

署和平条约,并

在条约中规定

通过谈判解决

俄日争端。

这一提议

出 乎 日 方 意

料。 日本内阁

官房长官菅义

伟同日强调,日

本政府先解决

相关岛屿归属

问题再缔结和

平条约的立场

“完全没变” 。

分析人士

认为,普京这一

表态意味着日

本政府通过经

济合作推动解

决领土争端的

谋划很可能落

空。

安倍自 2012 年底重掌政权以来,将对俄关系作为外

交重要发力点之一,有意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取得突破,其

对俄外交基本策略是用经济利益换取俄在领土问题上软

化立场。除与俄罗斯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外,日本还着力推

进与俄在四岛的“共同经济活动” ,为促进领土问题的解

决做铺垫。

俄日首脑 10 日举行会谈, 双方刚刚通过了在

四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 的路线图。 12 日的论坛

上,安倍发表演讲时刻意展示对俄外交成果。他回

顾了 2016 年 12 月与普京在日本长门举行的会

谈,强调双方达成的 150 项合作计划中半数以上

已经实现或即将实施, 盛赞两国关

系“蕴含无限可能性” ,并要让这些

可能性“全面开花” 。 但普京随后当

众提出的这一建议显然完全出乎日

方意料。

普京这一建议迅速引发俄日等

国舆论关注和热议。 据报道,俄总统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2 日表示,

普京提议的意思很明确,“解

决领土问题往往要花数十年

时间” 。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

涅夫 13 日强调, 俄方正主动

放慢对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这

是“在等待日本的决定” 。他还

抱怨日本在俄远东投资太少,称

第三国企业也有可能参加南千

岛群岛的开发。

关于俄方的意图,日方有诸

多猜测。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无

论普京真实意图何在,这一表态

显示俄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不

会有丝毫软化, 不可能做出日

方期待的让步。 日方以经济

利益打开领土争端解决空

间的策略很可能落空。

□据新华社

俄突发提议 日策略落空?

北美防空司令部

拦截两架俄轰炸机

据新华社电 韩国统一部官员 12

日说, 韩国和朝鲜联络办事处定于今日

举行揭牌仪式,以加强南北沟通联系。

这是韩朝首个“全天候” 联络机

构,南北代表届时将全年 365 天、每天

24小时保持联络。

揭牌仪式定于今天上午 10 时 30

分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举行。 韩国统

一部说, 韩朝将各派 50 至 60 名代表

出席仪式。

联络办所在地是一栋 4 层楼的建

筑, 韩方联络办主任由统一部次官千

海成兼任, 朝方联络办主任由祖国和

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任。

按韩联社的说法, 这两名联络办

主任均为副部级官员, 足以作为有分

量的谈判代表展开交涉, 转达最高领

导的口信。

韩朝今日开设首个

“全天候”联络办事处

俄罗斯总统普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