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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1日证实，10月10日，
美军“查菲”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
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方随即
派出军舰机依法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
并予以警告驱离。

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1996年5月，中国政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了西

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美舰有关行为违反
中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
命安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捍
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
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
益，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的努力，停止此类错误行径。”华春
莹说。

美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方予以警告驱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
电 10月11日，设在北京梅地
亚宾馆的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
开始对外接待服务，为境内外
记者采访十九大提供服务保
障。

十九大新闻中心驻地设置
了新闻发布厅、个别采访室、
融媒体访谈室、广播电视信号
服务室、网络服务室、图片服
务室、医疗服务室等功能区，
为记者提供新闻采访、资料查
询、电视公共信号等方面的服
务和保障。新闻中心将组织一
系列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
会、集体采访、专题新闻发布
会，以及组织外国记者和港澳
台记者在北京及周边城市参观
采访活动等。

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胡孝
汉介绍说，新闻中心从硬件设
施和软件系统两个方面提高服

务水平。如大幅增加了记者工
位，由十八大新闻中心时的
46 个增加到 170 个；同时，
大幅提升信息保障水平，媒体
通信区由2个增加到4个；互
联网宽带由 100 兆提升至
1000兆；网络接口由36个增
加到218个；服务区、办公区
和发布厅免费WIFI全覆盖；
宽带上网由4兆带宽提速至
20兆带宽。

十九大新闻中心还开发了
境外记者报名注册审核系统和
采访代表申请审核系统，并新
增融媒体访谈室服务，满足媒
体记者融媒体报道需要。此
外，新闻中心还提供移动式交
互信息服务，记者可以通过新
闻中心微信公众号实时咨询、
了解新闻中心服务内容和措
施，及时、便捷地掌握相关资
讯。

十九大新闻中心开始对外接待
内设新闻发布厅融媒体访谈室等功能区

导弹驱逐舰导弹驱逐舰““查菲查菲””号号。。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近
日印发实施意见，禁止最高法法
官辞职后在3年限制期内受聘于
律所，杜绝辞职法官借助个人影
响力进行不正当竞争、削弱司法
权威。

据最高法政治部负责人介
绍，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
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的实施意
见》规定，最高法法官和处级以
上人员辞去公职后的从业限制时
间为3年，其他人员为2年，禁

止辞职人员在限制期内受聘于律
所。法官及审判辅助人员辞去公
职后，终身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
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
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监护人
或者近亲属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
护的除外。

对于违规从业人员的接收单
位，实施意见规定由相关职能部
门责令接收单位将违规从业人员
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
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规从业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最高法法官辞职3年内
禁止受聘于律所

据新华社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
神户制钢所日前曝出造假丑闻，汽
车、飞机、军工、高速列车等多个领
域的制造商遭到波及。

这家“超级钢企”出事前，日本
制造业代表企业近年来已是频现违
规、造假、瞒报、谎报等丑闻。“日
本制造”光环褪色的背后，暴露出日
本企业文化乃至社会风气的负面变
化。

神户制钢所承认
篡改数据以次充好

神户制钢所8日承认，旗下多家
工厂长期篡改部分铝、铜制品的强
度、尺寸等出厂检验数据，以次充
好。这家企业否认管理层串通造假。

丰田汽车、三菱重工等200多家
日本企业受影响，波及日本首款国产
喷气式支线客机 MRJ，新干线列
车，斯巴鲁、马自达等汽车品牌，甚
至美国波音客机……

日本防卫省10日说，问题制品
也可能被用于生产自卫队的飞机和制
导武器。

共同社11日报道，神户制钢所
内部调查发现，其铁粉制品也存在性
能数据造假。

受影响企业正在调查是否存在安
全问题。

造假丑闻凸显
缺乏监督机制

这不是神户制钢所第一次曝出造
假丑闻，放在整个日本企业界也不是
一个孤立事件，反映出日本企业在海
外竞争和产业转型压力下普遍存在的
结构性问题。

日本拓殖大学经济学教授朱炎认
为，日本企业近年曝光的丑闻大多是
有组织参与、集体隐瞒，凸显企业缺
乏内外监督机制、纠错赏罚机制。

企业管理层为降低成本，与合作
伙伴搞内幕交易，对产品质量缺乏长

期监督，对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压
价，后者也因相似压力放松了品质要求。

朱炎指出，一些老牌企业存在侥幸
心理，以为即便产品质量有所下降，也
可以凭借过去积累的声誉把问题控制在
可控范围内。

日本立正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苑志佳
说，日本早就处在产业转型的关口，但
进展太慢。日本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劳
动力成本高企等难题预示“不转型必衰
退”的前景。近年来制造业企业的丑闻
只是开始而已，今后可能会不断出现。

“隐瞒文化”“篡改文化”
战胜“耻感文化”

日本传统上有“耻感文化”一说。
然而，这些年弥漫日本的“隐瞒文化”

“篡改文化”正在战胜“耻感文化”，导
致整个社会对谎言、造假的“耻感”急
剧下降，这种隐性腐败正在从政治领域
渗透到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

以首相安倍晋三卷入的森友学园丑
闻为例，不仅首相官邸和自民党上下拼
命捂盖子，财务省知情部门也在隐瞒、
篡改乃至销毁对安倍夫妇不利的证据。
几乎同一时期，防卫省被曝刻意瞒报记
录陆上自卫队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每日活
动的日报。

曾经风光无限的“日本制造”如今
光环褪色，一些原本赫赫有名的大企业
或转型乏力，或竭力掩盖衰落，是否也
暴露出原本健康的企业文化正在逐渐为

“隐瞒文化”“篡改文化”腐蚀呢？

日本“超级钢企”大造假
汽车飞机军工等多领域遭波及

据新华社 9月底，日本汽车业三巨头
之一日产汽车公司承认在出厂检验环节中
大量使用无资质人员敷衍检验手续，本月
6日宣布召回已售38款车型约116万辆汽
车。

高田公司是日本最主要的安全气囊生
产商，过去近十年因“夺命气囊”引发大
规模召回，去年7月质量问题牵连出造假
丑闻：其产品检测存在数据操控和篡改，
质量监测环节删除部分数据以编造“理
想”结果。今年 6 月，高田公司申请破
产。

去年4月，三菱汽车公司承认在四款
轻型汽车的燃油效率测试中存在违规操
作，以美化排放水平，涉及车辆超过 60
万辆。5月，日本第二大轻型汽车生产商
铃木汽车也承认在本土销售的16款车型
存在燃效数据造假，涉及超过 210 万辆
车。

2015年7月，第三方调查证实，家电
巨头、有140多年历史的东芝集团在截至
2014 年 3 月的 5 年间虚报利润 1518 亿日
元，三任社长涉嫌财务造假。

2011 年，医用设备和数码相机制造
商奥林巴斯曝出财务造假丑闻，承认此前
20 年都在以做假账方式掩盖总额上千亿
日元的投资亏损。

制造业频现重大丑闻

背 景 链 接：

7人入选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
（上接01版）其中牛艳辉和高鞠
也是中组部评选的国家“千人计
划”人才。

据了解，“六大人才高峰”
计划旨在加快构建教育、医药卫
生、电子信息、机械汽车、建筑、农
业等六大人才高峰，加快培养、引
进一批行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
才，以构筑新世纪人才高地，推
进江苏省重点行业的快速发展。

第十四批“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选拔包含高层次人才
项目和创新人才团队项目两个类
别。高层次人才项目根据其申报
项目的应用性、先进性、创新性和
人才的培养潜力等评价要素，分
为A、B、C三类。创新人才团队项
目重点突出项目技术的创新性、

带头人的学术水平以及团队的成
果转化能力。省财政对入选的高
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项目给
予4万—20万元不等的资助。

近几年，吴江的高层次人才
群体不断壮大。目前，全区累计
拥有高层次人才1.85万人，累
计拥有国家“千人计划”52名（其
中自主培养17名）、国家“万人计
划”1人、江苏省“双创团队”2个、
江苏省“双创人才”36人、苏州市

“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61人、
区级“科技领军人才”370人。吴
江区通过加快重点领域人才培育
和引进，在众多科技领域集聚具
有一定规模、综合实力较强、在国
内处于领先地位的高层次人才群
体，努力形成人才高峰。

据新华社 首部由金砖五国
导演合作拍摄的电影《时间去哪
儿了》11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开
启路演。贾樟柯在发布会上透
露，这一影片将于10月19日在
全国公映。

电影《时间去哪儿了》由中
国导演贾樟柯、巴西导演沃尔
特·塞勒斯、俄罗斯导演阿历斯
基·费朵奇科、印度导演马德哈
尔·班达卡以及南非导演贾梅
尔·奎比卡共同执导拍摄，贾樟

柯担任影片监制。整部电影共由
五个短片组成，每个故事都是围
绕“时间”这个主题而独立创
作，展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的情感故事。

据介绍，这五位导演之所以
合作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主要是
因为这五个金砖国家都处在快速
的经济发展期，五国人民生活状
态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不同的
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仍然会造就
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冲突。

金砖五国合拍 10月19日公映

《时间去哪儿了》开启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