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
对日有关“慰安妇”言论
表示强烈愤慨

世界 2013年5月15日 星期三
见习编辑/陈香云 图编/言琼 美编/高原 校对/刘湘 A21

http : //cs . voc . com . cn

竟然鼓励美军在日买春

桥下彻声称， 日本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招募”妇女
充当随军“慰安妇”，即性奴
隶的制度“对维持军队纪律
而言有必要”。

桥下否认日军系统性地
强征“慰安妇”，一面说“如果
有证据证明日军施以暴力、
胁迫并强行带走（‘慰安妇’），
那么我们必须反省”，一面称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首次出任
首相时于2007年召开内阁会
议，“断定没有证据”。他说，在
欧洲和美国，日本被贴上“强
奸犯国度”标签，那是“韩国
和其他国家宣传”的结果。

桥下同时说，4月下旬访
问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冲绳县
普天间航空基地时， 他向一
名美军高级军官建议，“日本
有（帮助美军士兵）合法发泄
性能量的场所”，美军应允许
士兵“更多利用”当地色情服
务。时事社13日报道，美国国
防部表态，美军禁止买春，桥
下的建议“荒唐”。

维新会共同党首石原慎
太郎“力挺”桥下。他14日在
国会声称，“军队和卖春相生

相伴，如同历史原则”。

日官房长官拒绝直接回应

一名韩国政府官员13日
晚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
事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时普遍
发生的战时性暴力行径，国
际社会一致认为那是对人权
的严重侵犯。这名官员说，桥
下发出如此言论， 严重缺乏
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妇女人权
的尊重，令人失望。

针对桥下的言论，行政改
革担当大臣稻田朋美14日
说，“慰安妇”制度“严重侵害
女性人权”；外务大臣岸田文
雄说， 希望桥下的“个人言
论” 不要损害日本与韩国的
关系； 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
说， 首相安倍晋三不赞同桥
下的说法； 文部科学大臣下
村博文说，作为政党党首，不
应该发表这类言论。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拒
绝直接回应。他同时说，日本
承认强征“慰安妇”给受害女
性留下“难以形容的痛苦回
忆”，安倍政府继续持这一立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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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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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时、不限路

89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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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规模大，拆装空调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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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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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司机 特价搬家

省消防医院高薪诚聘
治疗护士、医助数名。
联系电话：15604147686

（上门试机第一家）激光捕猎机：
声诱吸引，不用拉线。 可捕野猪
野鸡野兔飞鸟等野生动物；1.8 千
米 830 元，3 千米 1230 元 ，5 千
米 2180 元。 超声波捕鱼机；浮鱼
范围深宽 25米 650元，110 米 2530
元。 捕鱼捕猎两用机无敌皇 3900
元。 产品三包二年。 来人可到野
外实地试捕。 将地址姓名发到手
机寄光碟资料。 广西南宁市宏远
电子厂：韦俊鸿电话 0771-2208908
手机 13557219328广告长期有效

致富良机 物业保安保洁客服主管
86905777 瑞佳物业诚聘

招生 招聘

诚聘男女公关 可兼职
15675858982

招聘景区导游、 服务与管理
人员。工作地点：安化秦汉桃
源景区；报名地点：安化柘溪
镇北门驿馆；报名条件：大专
及职高以上，文史旅专业，农
家子弟、梅山人士优先。

秦汉桃源景区

报名电话：0737－7781262

招聘启事

免费电话：400 880 6661
财富热线：138 0245 6744

联系人：黄先生

姚明体育鞋服
诚 招 加 盟 商

超声波捕鱼机：可捕鱼范围深宽
25-180 米，价格 680-3680 元等
多种型号。高频激光捕猎机：可诱
捕多种动物，诱捕范围 2000-8000
米， 价格 780-3300 元等多种型
号， 将详细地址姓名发送到
13828617995即免费寄资料光碟
参考。 广东省信宜市越丰电子厂
0668-6858311 WWW.YFDZ99.com

致富良机

远大一路超低一口价
不分楼层三房团购

五月十日起正式认购 82508399

工程机械：压路机、平地机、推
土机、挖掘机等 13969182000求购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无抵押，当
天放款。 13307313979
84765722 中天广场行政公馆

小额 快借应
急

赢义投资 八年专营
寻符合国家产业的矿产、电站、农
业、酒店、房地产、在建工程等项
目合作，郑重承诺：前期不收任何
费用。 欢迎各类项目来公司洽谈。

免费热线：400-023-1300

律师 调查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帮帮网址：4000918080.com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泓锐所诚邀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月息一分， 无抵押绝对保密。 额度
2-100万。 五一广场 18974850338

无抵押快贷

招商 投资 理财 广发投资
免费：
热线：

400-0016-993
0731-89715128

打造民间资本第一品牌
帮个人投资、助企业融资
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种资金难题
矿业、水电站、地产、工程、农业等
地址：芙蓉中路三段弘林国际 10 楼

1、 个人展业、企业周转、借款
咨询、审批快捷。 2、 各类项目
投资，能源、 农业、矿业、在建
项目、新建项目、电站、房地产
等 100万起贷（区域不限）
地址： 成都桐梓林北路 2
号凯莱帝景 A座 9楼

融发投资
十年投资 成功经验 资金雄厚

电话：028-85555468

无抵押放款快
15675858023低息贷款

成功千万里
融资零距离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域
不限，手续简单、审批快、利
率低、放款迅速。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在长沙有稳定收入 、
个体户 、均可办理 。
4008016988、18874711090

专注微小贷款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两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利率低，放款快。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适用范围：A、适合儿童、老人、宠物的监护；B、个人安全防范、驴友、户
外爱好者；C、外勤人员管理；D、汽车租赁、车队人的管理 E、野外旅游探险。

GPS 定位手表八大特点：1、SOS 一键求救、直接联系家人、可以语音通
讯；2、GPS 监控定位，实时追踪，定时回传位置信息；3、特设电子围栏越区
报警功能，自我设定区域，超出区域自动报警及时保护您的家人；4、历史轨
迹记录回放，随时让您清晰知道他去过哪里，往哪个方向，更快找到目标；5、
远程监护功能，可以在不打扰被跟踪者的情况下监听附近声音，实时监控；
6、设置监护人号码，发个短信就可定位，操作简便解决父母和儿童对繁琐操
作的无奈；7、野外探险、外
勤人员 GPS 及时帮您定
位， 让您身处异地不再迷
茫；8、 时尚运动的造型更
能让孩子爱不释手， 是送
给孩子上好的礼物。

GPS+SOS卫星定位手表 持续火爆
监控定位 面面俱到

火爆招商中

全国统一订购电话：400-601-5080
现诚招市 /县各级代理商

电话：028-65280070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无抵押，当天放款。
电话：89968576、18670356179

贺龙体育场摩天轮 1号

摩天轮快借

凭本市身份证，可当天借
款1-50万，保密无抵押。
电 话 ：84867236、15386405566
地址：定王大厦 欢迎中介加盟

润恒 快借应
急

项目投资合作
专业投资房地产、矿产、农业
（种植、养殖、深加工）、能源、
旅游、基础建设等优质项目及
工业扩建项目合作，为企业提
供投资及担保。 聘商务代表
电 话 ：15811585704
邮 箱 ：bjforte@126.com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专业从事项目投资， 实业投资，
可合作、借款、质押，手续简便，
不收费用。 高新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东盛投资
转让 租售

诚信、专业、快捷
本公司诚寻：房地产、矿山、电站、
农牧林、制造加工、在建工程等优
质项目投资合作，区域不限，企业
个人均可。 028-84701619

世帮投资

�40元/行起（公告除外）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主公路边。 T：13808480113
20亩空坪地出租

放息十万年赚二万四， 贷款月息
二分，按揭房二次贷款、汽车值押
贷款。公务员无需抵押。地址:株洲
平和堂公寓 2座 20楼。 28220081

鸿顺投资

美容 美发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
借款，能源、水电、交
通、房产、农业养殖、
学校、旅游、酒店、在
建项目等投资合作。
投资借款：手续简单、
利率低、放款快。
大额资金 区域不限
028-68995577

富信行投资

日政客竟称慰安妇“有必要”
我外交部表示强烈愤慨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4日表示，中方对
日本政治人物发表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
人类良知的言论表示震惊和强烈愤慨。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维新会代
表桥下彻13日称，“慰安妇”制度是当时
保持军纪所必需，没有证据显示日本政
府或军方直接采取了绑架、胁迫“慰安
妇”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
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
也是事关受害者人格尊严的重大人权
问题。 如何对待过去将决定日本如何
走向未来，日本究竟作何选择，亚洲邻
国和国际社会将拭目以待。

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 大阪市长桥下彻
13日声称“慰安妇”“有必要”，受到日本政界
和民间人士批评。维新会另一名共同党首、东
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却为桥下“撑腰”。

日本首相、 自由民主党党首安倍
晋三13日称， 对美国国会研究所一份
报告把他称为“强硬民族主义者”感到
失望，说将努力向外国宣传他的观点。

美国国会研究所5月初就美日同盟
发布报告， 指出安倍关于历史问题的一
些言论引发曾遭受日本侵略战争涂炭的
亚洲邻国担忧。报告说安倍作为“强硬的
民族主义者”闻名，并且警告，安倍的政
策可能破坏亚洲的稳定，损害美国利益。

被称“强硬民族主义者”
安倍发牢骚

回应

链接

日本右翼政党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