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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向向向向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提交提交提交提交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 税法税法税法税法 案案案案 

zhèngf ǔ xiàng guóhuì tíji āo xi āofèi shuìf ǎ àn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在在在在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 30 日日日日 ）））） 召召召召开开开开 的的的的 内内内内阁阁阁阁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上上上上 ，，，， 敲定敲定敲定敲定 了了了了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的的的的 相相相相关关关关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 随后随后随后随后 

把把把把 该该该该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提提提提 交交交交给给给给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 。。。。 该该该该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 在在在在 201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把把把把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由由由由 现现现现行行行行 的的的的 5 

%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到到到到 8 % ；；；； 到到到到 2015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进进进进一一一一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到到到到 10 % 。。。。 

rìběn zhèngf ǔ zài j īnti ān （（（（ 30 rì ）））） zhàokāi de nèigé huìyì shàng , qi āodìng le tíg āo xi āofèishuì shuìl ǜ de 

xiānggu ān fǎàn , suíhòu b ǎ gāi fǎàn tí ji āogěi guóhuì sh ěnyì . gāi fǎàn tích ū , zài 2014 nián 4 yuè 1 rì b ǎ 

xiāofèishuì shuìl ǜ yóu xiànxíng de 5 % tíg āo dào 8 % ；；；； dào 2015 nián 10 yuè 1 rì jìny ībù tíg āo dào 

10 % . 

 

尽管尽管尽管尽管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的的的的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 执执执执政党政党政党政党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的的的的 国民国民国民国民 新新新新 党党党党内内内内 部部部部 出出出出现现现现 了了了了 很很很很 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 分歧分歧分歧分歧 ，，，， 但但但但

是是是是 ，，，，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来自来自来自来自 国民国民国民国民 新新新新 党党党党 的的的的 阁阁阁阁僚僚僚僚 、、、、 邮邮邮邮政政政政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 和和和和 金融金融金融金融 担当担当担当担当 大臣大臣大臣大臣 自自自自 见见见见 庄庄庄庄 三三三三 郎郎郎郎 在内在内在内在内 ，，，，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阁阁阁阁僚僚僚僚 

都都都都 在在在在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上上上上 签签签签 了了了了 名名名名 ，，，，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由此由此由此由此 在在在在 内内内内阁阁阁阁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 

jǐnguǎn guānyú tíg āo xiāofèishuì shuìl ǜ de fǎàn , zhízhèngd ǎng zh īyī de guómín x īn dǎngnèi bù ch ūxiàn 

le hěn dà de f ēnqí , dànshì , b āokuò láizì guómín x īn dǎng de géliáo 、、、、 yóuzhèng g ǎigé hé j īnróng 

dāndāng dàchén zì jiàn zhu āng sān láng zàinèi , su ǒyǒu géliáo d ōu zài f ǎàn shàng qi ān le míng , f ǎàn 

yóuc ǐ zài nèigé huòdé t ōngguò . 

 

在在在在 阁阁阁阁僚僚僚僚 恳谈恳谈恳谈恳谈 会上会上会上会上 ，，，， 自自自自 见见见见 大臣大臣大臣大臣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 “ 昨天昨天昨天昨天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 国民国民国民国民 新新新新 党党党党 举举举举行行行行 了了了了 全体全体全体全体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 并并并并 明确明确明确明确 地地地地 作作作作

出出出出 了了了了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 。。。。 为为为为此此此此 ，，，， 我我我我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国民国民国民国民 新新新新 党党党党 ，，，， 也也也也 作作作作为为为为 一一一一 名名名名 阁阁阁阁僚僚僚僚 在在在在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上上上上 签签签签 了了了了 名名名名 。。。。 “ 野野野野 田田田田 

佳佳佳佳 彦彦彦彦 首相首相首相首相 也也也也 讲话讲话讲话讲话 说说说说 ：：：： “ 由衷由衷由衷由衷 地地地地 感感感感谢谢谢谢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 阁阁阁阁僚僚僚僚 给给给给予予予予 的的的的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 “ 

zài géliáo k ěntán huìshàng , zì jiàn dàchén bi ǎoshì ：：：： “ zuóti ān , wǒmen guómín x īn dǎng jǔxíng le 

quánt ǐ huìyì , bìng míngquè dì zuòch ū le juédìng . wèic ǐ , wǒ jīnti ān dàibi ǎo guómín x īn dǎng , yě zuòwéi 

yī míng géliáo zài f ǎàn shàng qi ān le míng . “ y ě tián ji ā yàn sh ǒuxiàng y ě jiǎnghuà shu ō ：：：： “ yóuzh ōng 

dì gǎnxiè gèwèi géliáo j ǐyǔ de hézuò . “ 

 

这这这这 一一一一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 将将将将 分分分分 两两两两 个个个个 阶阶阶阶段段段段 上上上上 调调调调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 在在在在 201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由由由由 现现现现行行行行 的的的的 5 %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到到到到 8 % ；；；； 到到到到 了了了了 2015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 将将将将 进进进进一一一一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到到到到 10 % 。。。。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的的的的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中中中中 首首首首

次次次次 写明写明写明写明 ，，，， 原原原原则则则则 上将上将上将上将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用于用于用于用于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 

zhè y ī fǎàn tích ū , jiāng f ēn/fèn li ǎng gè ji ēduàn shàng diào/tiáo xi āofèishuì shuìl ǜ , zài 2014 nián 4 yuè 1 

rì yóu xiànxíng de 5 % tíg āo dào 8 % ；；；； dào le 2015 nián 10 yuè 1 rì , ji āng jìny ībù tíg āo dào 10 % . 

guānyú xi āofèishuì de yòngtú , f ǎàn zhōng sh ǒucì xi ěmíng , yuánzé shàngjiàng quánbù yòngyú shèhuì 

bǎozhàng f āngmià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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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还还还还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将将将将 以以以以 “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状况状况状况状况 好好好好转转转转 “ 为为为为 前提前提前提前提 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将将将将 采取采取采取采取 必要必要必要必要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 

尽早尽早尽早尽早 实现实现实现实现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的的的的 稳步稳步稳步稳步 增增增增长长长长 ，，，，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增增增增长长长长 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定定定定为为为为 在在在在 今后今后今后今后 10 年年年年 当中当中当中当中 ，，，， 年年年年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名名名名义义义义 增增增增长长长长率率率率 达到达到达到达到 

3 %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 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增增增增长长长长率率率率 达到达到达到达到 2 %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 ，，，，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经济经济经济经济增增增增长长长长率率率率 达到达到达到达到 何何何何种种种种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就就就就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采取采取采取采取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并并并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 的的的的 数数数数值值值值 指指指指标标标标 ，，，， 而是而是而是而是 把把把把 这这这这 一一一一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权权权权 委托委托委托委托 给给给给 了了了了 

届届届届时时时时 当政当政当政当政 的的的的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 

fǎàn hái/huán tích ū , tígāo xi āofèishuì shuìl ǜ jiāng y ǐ “ j īngjì zhuàngkuàng h ǎozhuǎn “ wéi/wèi qiántí 

tiáojiàn . zhèngf ǔ jiāng cǎiqǔ bìyào cuòsh ī , jǐnzǎo shíxiàn j īngjì de w ěnbù zēngzhǎng , j īngjì zēngzhǎng 

mùbi āo dìngwéi zài j īnhòu 10 nián d āngzhōng , nián píngj ūn míngyì z ēngzhǎnglǜ dádào 3 % zu ǒyòu , 

shíjì z ēngzhǎnglǜ dádào 2 % zu ǒyòu . dànshì , gu ānyú j īngjìzēngzhǎnglǜ dádào hézh ǒng shu ǐpíng jiù 

kěyǐ cǎiqǔ tígāo xi āofèishuì shuìl ǜ cuòsh ī de wèntí , f ǎàn bìng méiy ǒu tích ū jùt ǐ de shùzhí zh ǐbiāo , érshì 

bǎ zhè y ī juédìngquán w ěituō gěi le jièshí d āngzhèng de zhèngf ǔ . 

 

野野野野 田田田田 称称称称 会会会会 灵活灵活灵活灵活 应对应对应对应对 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 意意意意见见见见 

yě tián ch ēng huì línghuó yìngduì zàiy ědǎng yìjiàn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首相首相首相首相 野野野野 田田田田 佳佳佳佳 彦彦彦彦 在在在在 记记记记者招待会者招待会者招待会者招待会 上上上上 就就就就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的的的的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在在在在 内内内内阁阁阁阁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一事一事一事一事 讲话讲话讲话讲话 

说说说说 ：：：：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 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使使使使 该该该该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能能能能够够够够 在在在在 本届本届本届本届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 他他他他 同同同同时时时时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 在朝在朝在朝在朝 

野野野野 双方双方双方双方 的的的的 协协协协商商商商 中中中中 ，，，，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对对对对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修修修修订订订订 ，，，， 将将将将 采取采取采取采取 灵活灵活灵活灵活 的的的的 态态态态度度度度 加以加以加以加以 应对应对应对应对 。。。。 

rìběn shǒuxiàng y ě tián ji ā yàn zài jìzh ězhāodàihuì shàng jiù tíg āo xi āofèishuì shuìl ǜ de fǎàn zài nèigé 

huòdé t ōngguò y īshì ji ǎnghuà shu ō ：：：： xīwàng zàiy ědǎng tígòng hézuò , y ǐbiàn sh ǐ gāi fǎàn nénggòu zài 

běnjiè guóhuì huòdé t ōngguò . t ā tóngshí bi ǎoshì , zàicháo y ě shuāngf āng de xiésh āng zhōng , rúgu ǒ 

xūyào duì f ǎàn jìnxíng xi ūdìng , ji āng cǎiqǔ línghuó de tàidù ji āyǐ yìngduì .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 的的的的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在在在在 内内内内阁阁阁阁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并并并并 已已已已 提交提交提交提交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 一事一事一事一事 ，，，， 野野野野 田田田田 讲话讲话讲话讲话 说说说说 ：：：： “ 作作作作

为为为为 执执执执政党政党政党政党 ，，，， 已已已已经经经经 就就就就 该该该该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作出作出作出作出 了了了了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 从从从从 现现现现在在在在 开开开开始始始始 ，，，， 就就就就 已已已已 进进进进入入入入 朝朝朝朝 野野野野 双方双方双方双方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的的的的 阶阶阶阶

段段段段 。。。。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 和和和和 朝朝朝朝 野野野野 协协协协商商商商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 必必必必须须须须 对对对对 这这这这 一一一一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回避回避回避回避 、、、、 也也也也 不容不容不容不容 拖延拖延拖延拖延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讨讨讨讨

论论论论 ，，，， 并并并并 使使使使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 “ 野野野野 田田田田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 说说说说 ：：：： “ 在在在在 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 的的的的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议员议员议员议员 当中当中当中当中 ，，，， 也也也也 有有有有 许许许许多多多多 人人人人 认为认为认为认为 

为为为为了了了了 充充充充实实实实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 、、、、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稳稳稳稳定定定定 的的的的 财财财财源源源源 ，，，， 就就就就 必必必必须须须须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消消消消费费费费税税税税 。。。。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从从从从 狭隘狭隘狭隘狭隘 的的的的 

' 政局政局政局政局 ' 出出出出发发发发 ，，，， 而是而是而是而是 从从从从 ' 大局大局大局大局 ' 出出出出发发发发 ，，，， 在在在在 这这这这 一一一一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上上上上 达成达成达成达成 共共共共识识识识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的的的的 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 是是是是 很很很很 高高高高 的的的的 。。。。 

“ 他他他他 由此由此由此由此 呼吁呼吁呼吁呼吁 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 给给给给予予予予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使使使使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在在在在 本届本届本届本届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上上上上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 

guānyú tíg āo xi āofèishuì shuìl ǜ de fǎàn zài nèigé huòdé t ōngguò bìng y ǐ tíji āo guóhuì sh ěnyì y īshì , yě 

tián ji ǎnghuà shu ō ：：：： “ zuòwéi zhízhèngd ǎng , y ǐjīng jiù g āi fǎàn zuòch ū le jiélùn . cóng xiànzài k āish ǐ , 

jiù y ǐ jìnrù cháo y ě shuāngf āng jìnxíng t ǎolùn de ji ēduàn . t ōngguò guóhuì sh ěnyì hé cháo y ě xiésh āng , 

wǒmen bìx ū duì zhè y ī bùkě huíbì 、、、、 yě bùróng tu ōyán de wèntí jìnxíng t ǎolùn , bìng sh ǐ fǎàn huòdé 

tōngguò . “ y ě tián ji ēzhe shu ō ：：：： “ zài zàiy ědǎng de guóhuì yìyuán d āngzhōng , yě yǒu xǔduō rén 

rènwéi wèile ch ōngshí shèhuì b ǎozhàng fúwù 、、、、 huòdé w ěndìng de cáiyuán , jiù bìx ū tígāo xi āofèishuì . 

yīnc ǐ , rúgu ǒ bùshi cóng xiáài de ' zhèngjú ' ch ūfā , érshì cóng ' dàjú ' ch ūfā , zài zhè y ī zhèngcè shàng 

dáchéng gòngshi wèntí de k ěnéngxìng shì h ěn gāo de . “ t ā yóuc ǐ hūyù zàiy ědǎng j ǐyǔ hézuò y ǐbiàn sh ǐ 

fǎàn zài běnjiè guóhuì shàng huòdé t ōnggu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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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野野野 田田田田 进进进进一一一一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 ：：：： “ 从从从从 现现现现在在在在 开开开开始始始始 ，，，， 将将将将 是是是是 能否能否能否能否 使使使使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在在在在 本届本届本届本届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 使使使使 其其其其 不不不不 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遗遗遗遗留留留留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的的的的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 时时时时期期期期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 会会会会 尽力尽力尽力尽力 听取听取听取听取 并并并并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在野党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的的的的 意意意意见见见见 ，，，， 不不不不遗遗遗遗余力余力余力余力 地地地地 为为为为 推推推推

行行行行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和和和和 税制税制税制税制 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 的的的的 这这这这 一一一一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获获获获得得得得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 为为为为 全体全体全体全体 国民国民国民国民 的的的的 利益利益利益利益 付付付付诸诸诸诸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 “ 他他他他 

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 在在在在 国会国会国会国会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朝朝朝朝 野野野野 双方双方双方双方 的的的的 协协协协商商商商 过过过过程程程程 中中中中 ，，，，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对对对对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修修修修订订订订 ，，，， 将将将将 采取采取采取采取 

灵活灵活灵活灵活 的的的的 态态态态度度度度 加以加以加以加以 应对应对应对应对 。。。。 

yě tián jìny ībù zh ǐchū ：：：： “ cóng xiànzài k āish ǐ , jiāng shì néngf ǒu sh ǐ fǎàn zài běnjiè guóhuì huòdé 

tōngguò 、、、、 sh ǐ qí bù chéngwéi yíliú wèntí de gu ānjiàn shíq ī . wǒmen huì jìnlì t īngqǔ bìng ji ēshòu 

zàiyědǎng f āngmiàn tích ū de yìjiàn , bùyíyúlì dì wéi/wèi tu īxíng shèhuì b ǎozhàng hé shuìzhì y ītǐhuà 

gǎigé de zhè y ī fǎàn huòdé t ōngguò 、、、、 wéi/wèi quánt ǐ guómín de lìyì fùzh ū nǔlì . “ t ā cóngér bi ǎoshì , 

zài guóhuì sh ěnyì y ǐjí cháo y ě shuāngf āng de xiésh āng guòchéng zh ōng , rúgu ǒ xūyào duì f ǎàn jìnxíng 

xiūdìng , ji āng cǎiqǔ línghuó de tàidù ji āyǐ yìngduì . 

析析析析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所所所所 面面面面临临临临 的的的的 几几几几 大大大大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xī yīlākè suǒ miànlín de j ǐ dà wèntí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战战战战争争争争 爆爆爆爆发发发发 到到到到 本月本月本月本月 为为为为止止止止 已已已已经经经经 过过过过去去去去 了了了了 9 年年年年 。。。。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总统总统总统总统 奥奥奥奥 巴巴巴巴马马马马 于于于于 去年去年去年去年 12 月月月月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战战战战

争争争争 全面全面全面全面 结结结结束束束束 ，，，， 驻驻驻驻 伊伊伊伊 美美美美军军军军 已已已已经经经经 从从从从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境内境内境内境内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撤出撤出撤出撤出 。。。。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的的的的 治安治安治安治安 形形形形势势势势 却却却却 并并并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趋趋趋趋于于于于 稳稳稳稳定定定定 ，，，，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上上上上 也也也也 陷入陷入陷入陷入 瘫痪瘫痪瘫痪瘫痪 状状状状态态态态 ，，，，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重重重重 建建建建 更是更是更是更是 遥遥遥遥遥遥遥遥 无无无无 期期期期 。。。。 

yīlākè zhànzh ēng bàof ā dào běnyuè wéizh ǐ yǐjīng guòqù le 9 nián . m ěiguó z ǒngtǒng ào b āmǎ yú qùnián 

12 yuè xu ānbù y īlākè zhànzh ēng quánmiàn jiéshù , zhù y ī měijūn y ǐjīng cóng y īlākè jìngnèi quánbù 

chèch ū . rán'ér , y īlākè de zhì ān xíngshì què bìng méiy ǒu qūyú w ěndìng , zhèngzhì shàng y ě xiànrù 

tānhuàn zhuàngtài , guóji ā chóng/zhòng jiàn g ēngshì yáoyáo wú q ī . 

 

为为为为了了了了 向向向向 外外外外界界界界 展示展示展示展示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在在在在 美美美美军军军军 撤退撤退撤退撤退 之后之后之后之后 正在正在正在正在 逐逐逐逐  走走走走 上上上上 复兴复兴复兴复兴 与与与与 稳稳稳稳定定定定 的的的的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 该该该该国国国国 在在在在 巴格达巴格达巴格达巴格达 

主主主主办办办办 了了了了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联联联联盟盟盟盟 首首首首脑脑脑脑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 ，，，， 由于由于由于由于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各地各地各地各地 频频频频繁繁繁繁 发发发发生生生生 炸炸炸炸弹弹弹弹 恐怖恐怖恐怖恐怖袭击袭击袭击袭击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等等等等 ，，，，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的的的的 治安治安治安治安 维维维维持持持持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饱饱饱饱受受受受 质质质质疑疑疑疑 。。。。 在在在在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的的的的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 评论评论评论评论 里里里里 ，，，， 本本本本 台台台台 解解解解说说说说 委委委委员员员员 出出出出 川川川川 展展展展 恒恒恒恒 将就将就将就将就 伊伊伊伊

拉克拉克拉克拉克 所所所所 面面面面临临临临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做出做出做出做出 一番一番一番一番 评评评评述述述述 。。。。 

wèile xiàng wàijiè zh ǎnshì y īlākè zài m ěijūn chètuì zh īhòu zhèngzài zhúbù z ǒu shàng fùx īng yǔ wěndìng 

de dàolù , g āiguó zài b āgédá zhǔbàn le ālābó guóji ā liánméng sh ǒunǎo huìyì . rán'ér , yóuyú y īlākè gèdì 

pínfán f āshēng zhàdàn k ǒngbùxíj ī shìjiàn d ěng , zhèngf ǔ de zhìān wéichí nénglì b ǎoshòu zhìyí . zài 

jīnti ān de x īnwén pínglùn l ǐ , běn tái ji ěshuō wěiyuán ch ū chuān zhǎn héng ji āngjiu y īlākè suǒ miànlín 

de wèntí zuòch ū yīfān píngshù . 

 

出出出出 川川川川 ：：：：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的的的的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重重重重 建建建建 可可可可谓谓谓谓 是是是是 举步维艰举步维艰举步维艰举步维艰 。。。。 具体具体具体具体 来来来来 说说说说 ，，，，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化化化化 解解解解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民族民族民族民族 、、、、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派派派派别别别别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的的的的 对对对对立立立立 ，，，， 使使使使 各各各各 方方方方 势势势势力力力力 团结团结团结团结 一致一致一致一致 推推推推动动动动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 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 

chū chuān ：：：： “ y īlākè de guóji ā chóng/zhòng jiàn k ěwèi shì j ǔbùwéiji ān . jùt ǐ lái shu ō , zuìdà de wèntí 

jiùshì rúhé huà ji ě bùtóng mínzú 、、、、 bùtóng z ōngjiào pàibié zh ījiān de duìlì , sh ǐ gè fāng shìlì tuánjié 

yīzhì tu īdòng guóji ā xiàngqián f āzhǎ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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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首先首先首先 ，，，， 我我我我 来来来来 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解决解决解决解决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 严严严严重重重重 的的的的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危机危机危机危机 ，，，， 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使使使使 全国全国全国全国 一致一致一致一致 重重重重 建国建国建国建国 家家家家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 

执执执执政政政政 的的的的 第第第第 2 届届届届 马马马马 利利利利 基基基基 政政政政权权权权 在在在在 2 年前年前年前年前 的的的的 议议议议会会会会 选举选举选举选举 之后之后之后之后 ，，，， 在在在在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派派派派别别别别 作出作出作出作出 妥妥妥妥协协协协 的的的的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下下下下 ，，，，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了了了了 联联联联合政合政合政合政权权权权 。。。。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 出身出身出身出身 什叶派什叶派什叶派什叶派 的的的的 马马马马 利利利利 基基基基 总总总总理理理理 与与与与 逊逊逊逊尼派尼派尼派尼派 政党政党政党政党 联联联联盟盟盟盟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名名名名单单单单 ' 的的的的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级级级级 政治家政治家政治家政治家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存在存在存在存在 着着着着 尖尖尖尖锐锐锐锐 的的的的 对对对对立立立立 。。。。 该该该该 联联联联盟盟盟盟 批批批批评评评评 马马马马 利利利利 基基基基 推行推行推行推行 强强强强权权权权 统统统统治治治治 ，，，， 视视视视 联联联联合政合政合政合政权权权权 达达达达

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 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为为为为 一一一一 纸纸纸纸 空空空空 文文文文 ，，，， 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抵制抵制抵制抵制 议议议议会会会会 的的的的 审议审议审议审议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而而而而 马马马马 利利利利 基基基基 则则则则 对对对对 副副副副 总总总总理理理理 哈哈哈哈 希希希希 米米米米 发发发发

出出出出 了了了了 逮捕逮捕逮捕逮捕 令令令令 。。。。 一旦一旦一旦一旦 双方双方双方双方 的的的的 纠纠纠纠葛葛葛葛 进进进进一一一一  深化深化深化深化 ，，，，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名名名名单单单单 '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联联联联合政合政合政合政权权权权 ，，，， 那那那那么么么么 什叶派什叶派什叶派什叶派 和和和和 逊逊逊逊

尼派尼派尼派尼派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很很很很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掀起掀起掀起掀起 新新新新 一一一一 轮轮轮轮 宗派宗派宗派宗派 之之之之 争争争争 。。。。 

shǒuxi ān , wǒ lái tántán rúhé ji ějué dāngqián yánzhòng de zhèngzhì w ēij ī , cóngér sh ǐ quánguó y īzhì 

chóng/zhòng jiànguó ji ā de wèntí . mùqián zhízhèng de dì 2 jiè m ǎ lì j ī zhèngquán zài 2 niánqián de yìhuì 

xuǎnjǔ zhīhòu , zài zh ǔyào zhèngzhì pàibié zuòch ū tuǒxié de qíngkuàng xià , jiànlì le liánhézhèngquán . 

rán'ér ch ūshēn shíyèpài de m ǎ lì j ī zǒngl ǐ yǔ xùnnípài zhèngd ǎng liánméng ' y īlākè míngd ān ' de 

zhòngliàngjí zhèngzhìji ā zhījiān cúnzài zhe/zhuó ji ānruì de duìlì . g āi liánméng p īpíng m ǎ lì j ī tu īxíng 

qiángquán t ǒngzhì , shì liánhézhèngquán dáchéng de xiéyì wéi/wè i y ī zhǐ kōng/kòng wén , cóngér d ǐzhì 

yìhuì de sh ěnyì gōngzuò . ér m ǎ lì j ī zé duì fù z ǒngl ǐ hā xī mǐ fāchū le dàib ǔ lìng . y īdàn shu āngf āng de 

jiūgé jìny ībù sh ēnhuà , ' y īlākè míngd ān ' tuìch ū liánhézhèngquán , nàme shíyèpài hé xùnnípài zh ījiān 

hěn kěnéng xi ānq ǐ xīn y ī lún zōngpài zh ī zhēng . 

 

自自自自 美美美美军军军军 撤退撤退撤退撤退 以来以来以来以来 ，，，， 炸炸炸炸弹弹弹弹 恐怖恐怖恐怖恐怖袭击袭击袭击袭击 和和和和 枪击枪击枪击枪击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几乎几乎几乎几乎 已已已已经经经经 成成成成 了了了了 家常便家常便家常便家常便饭饭饭饭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的的的的 治安治安治安治安 状况状况状况状况 没没没没

有有有有 起色起色起色起色 与与与与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 混乱混乱混乱混乱 局面局面局面局面 可可可可谓谓谓谓 是是是是 表里如一表里如一表里如一表里如一 。。。。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 ，，，，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丰富丰富丰富丰富 的的的的 石油石油石油石油 与与与与 天然天然天然天然

气气气气 资资资资源源源源 ，，，， 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各各各各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 民族民族民族民族 、、、、 宗派宗派宗派宗派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所所所所 面面面面临临临临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zì měijūn chètuì y ǐlái , zhàdàn k ǒngbùxíj ī hé qi āngj ī shìjiàn j īhū yǐjīng chéng le ji āchángbiànfàn . y īlākè 

de zhìān zhuàngkuàng méiy ǒu q ǐsè yǔ zhèngzhì shàng de hùnluàn júmiàn k ěwèi shì bi ǎol ǐrúy ī . cǐwài , 

rúhé f ēnpèi y īlākè fēngfù de shíyóu y ǔ tiānránqì z īyuán , y ěshì gè dìq ū 、、、、 mínzú 、、、、 zōngpài zh ījiān suǒ 

miànlín de wèntí . 

 

除除除除 此此此此 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同同同同 周周周周边边边边 各国各国各国各国 的的的的 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也也也也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 在在在在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联联联联盟盟盟盟 首首首首脑脑脑脑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上上上上 ，，，， 

叙利叙利叙利叙利亚亚亚亚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成成成成 为为为为了了了了 各各各各 方方方方 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的的的的 焦点焦点焦点焦点 。。。。 作作作作为为为为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的的的的 东东东东道主道主道主道主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在在在在 叙利叙利叙利叙利亚亚亚亚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 

应对应对应对应对 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捉襟捉襟捉襟捉襟见见见见肘肘肘肘 。。。。 由于由于由于由于 武装武装武装武装 势势势势力力力力 和和和和 武器武器武器武器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和和和和 叙利叙利叙利叙利亚亚亚亚 两国两国两国两国 边边边边境境境境 往来往来往来往来 ，，，，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一旦一旦一旦一旦 叙叙叙叙

利利利利亚亚亚亚 局局局局势势势势 恶恶恶恶化化化化 ，，，，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也也也也 无法无法无法无法 明哲保身明哲保身明哲保身明哲保身 。。。。 

chú c ǐ yǐwài , y īlākè tóng zh ōubi ān gèguó de gu ānxi y ě fēichang zhòngyào . zài b ěncì ālābó guóji ā 

liánméng sh ǒunǎo huìyì shàng , xùlìyà wèntí chéng wèile gè f āng t ǎolùn de ji āodi ǎn . zuòwéi b ěncì huìyì 

de dōngdàozh ǔ , yīlākè zài xùlìyà wèntí shàng de yìngduì y ěshì zhu ōjīnjiànzh ǒu . yóuyú w ǔzhuāng shìlì 

hé wǔqì tōngguò y īlākè hé xùlìyà li ǎngguó bi ānjìng w ǎnglái , y īnc ǐ yīdàn xùlìyà júshì èhuà , y īlākè yě 

wúf ǎ míngzhéb ǎoshē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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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针对针对针对 伊朗伊朗伊朗伊朗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对对对对 伊朗伊朗伊朗伊朗 发动发动发动发动 军军军军事事事事 进进进进攻攻攻攻 ，，，， 战战战战斗机斗机斗机斗机 和和和和 导弹导弹导弹导弹 等等等等 预计预计预计预计 将将将将 通通通通过过过过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上上上上

空空空空 。。。。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无法无法无法无法 在在在在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重重重重 建建建建 上上上上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 将将将将 给给给给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的的的的 稳稳稳稳定定定定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供供供供给给给给 造成造成造成造成 深重深重深重深重 

的的的的 打打打打击击击击 。。。。 国国国国际际际际 社会社会社会社会 应应应应当当当当 一如既往一如既往一如既往一如既往 地地地地 关关关关注注注注 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伊拉克 局局局局势势势势 ，，，， 慷慨慷慨慷慨慷慨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援助援助援助援助 ，，，， 这这这这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至至至至 关关关关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 “ 

zhēnduì y īláng wèntí , rúgu ǒ yǐsèliè duì y īláng f ādòng j ūnshì jìng ōng , zhàndòuj ī hé dǎodàn d ěng yùjì 

jiāng tōngguò y īlākè shàngk ōng . rúgu ǒ yīlākè wúf ǎ zài guóji ā chóng/zhòng jiàn shàng q ǔdè 

chéngg ōng , ji āng gěi quánqiú de w ěndìng y ǐjí néngyuán g ōngj ǐ zàochéng sh ēnzhòng de d ǎjī . guójì 

shèhuì y īngdāng y īrújìw ǎng dì gu ānzhù y īlākè júshì , k āngkǎi tígòng yuánzhù , zhè y īdiǎn zhì gu ān 

zhòngyào . “ 

 

朝朝朝朝 美美美美 将将将将 在在在在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非非非非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cháo m ěi ji āng zài déguó jìnxíng f ēi zhèngshì ji ēchù 

 

北朝北朝北朝北朝鲜鲜鲜鲜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对对对对 美美美美 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的的的的 外外外外务务务务省省省省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局局局局 局局局局长长长长 李李李李 根根根根 ，，，，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 30 日日日日 ）））） 启程启程启程启程 前往前往前往前往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 他他他他 透露透露透露透露 ，，，， 

将将将将 围绕围绕围绕围绕 朝朝朝朝 方方方方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 的的的的 “ 发发发发射射射射 人造人造人造人造卫卫卫卫星星星星 “ 等等等等 美美美美 朝朝朝朝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悬悬悬悬而未决而未决而未决而未决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同同同同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国国国国务务务务院院院院 前前前前 高官高官高官高官 

等等等等 交交交交换换换换 意意意意见见见见 。。。。 

běicháoxi ān fùzé duì m ěi guānxi de wàiwùsh ěng m ěiguó jú júzh ǎng l ǐ gēn , j īnti ān （（（（ 30 rì ）））） qǐchéng 

qiánw ǎng déguó . t ā tòulù , ji āng wéir ǎo cháo f āng xu ānbù de “ f āshè rénzàowèix īng “ d ěng m ěi cháo 

zhījiān xuánérwèijué de wèntí , tóng m ěiguó guówùyuàn qián g āoguān děng ji āohuàn yìjiàn . 

 

李李李李 根根根根 应应应应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智智智智 库库库库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 的的的的 邀邀邀邀请请请请 ，，，， 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 30 日日日日 ）））） 经经经经由由由由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搭乘搭乘搭乘搭乘 飞飞飞飞机机机机 前往前往前往前往 柏林柏林柏林柏林 。。。。 启程启程启程启程 前前前前 ，，，， 

李李李李 根根根根 在在在在 机机机机场场场场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记记记记者者者者 采采采采访访访访 时时时时 透露透露透露透露 ，，，， 他他他他 将将将将 从从从从 31 日日日日 起起起起 与与与与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国国国国务务务务院院院院 前前前前 高官高官高官高官 等等等等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为为为为期期期期 2 

天天天天 的的的的 非非非非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 

lǐ gēn y īng/yìng m ěiguó zhì kù déguó f ēnbù de y āoq ǐng , j īnti ān （（（（ 30 rì ）））） jīngyóu b ěij īng dāchéng f ēij ī 

qiánw ǎng bólín . q ǐchéng qián , l ǐ gēn zài j īchǎng ji ēshòu jìzh ě cǎifǎng shí tòulù , t ā jiāng cóng 31 rì q ǐ 

yǔ měiguó guówùyuàn qián g āoguān děng jìnxíng wéiq ī 2 tiān de fēi zhèngshì ji ēchù . 

 

当当当当 有有有有 记记记记者者者者 问问问问及及及及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会会会会 向向向向 美方美方美方美方 说说说说明明明明 下月下月下月下月 的的的的 “ 人造人造人造人造卫卫卫卫星星星星 发发发发射射射射 “ 计计计计划划划划 时时时时 ，，，， 李李李李 根根根根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了了了了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 会会会会 就就就就 双方双方双方双方 关关关关注注注注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 沟通沟通沟通沟通 “ ，，，， 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强强强强调调调调 将将将将 同同同同 美方美方美方美方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 磋商磋商磋商磋商 美美美美 朝朝朝朝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悬悬悬悬而未决而未决而未决而未决 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dāng/dàng y ǒu jìzhě wènjí shìf ǒu huì xiàng m ěifāng shu ōmíng xiàyuè de “ rénzàowèix īng fāshè “ jìhuà 

shí , l ǐ gēn bi ǎoshì le k ěndìng . t ā shuō , “ w ǒmen huì jiù shu āngf āng gu ānzhù de wèntí jìnxíng sh ēnrù 

gōutōng “ , cóngér qiángdiào ji āng tóng m ěifāng sh ēnrù cu ōshāng m ěi cháo zh ījiān xuánérwèijué de 

wèntí . 

 

上个月上个月上个月上个月 ，，，， 北朝北朝北朝北朝鲜鲜鲜鲜 与与与与 美方美方美方美方 达成达成达成达成 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暂时暂时暂时暂时 冻结冻结冻结冻结 铀铀铀铀 浓缩浓缩浓缩浓缩 和和和和 远远远远程程程程 弹弹弹弹道道道道 导弹导弹导弹导弹 发发发发射射射射 等等等等 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 作作作作为为为为 

回回回回应应应应 ，，，， 美方美方美方美方 则则则则 承承承承诺诺诺诺 对对对对 朝朝朝朝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24 万万万万 吨吨吨吨 粮食粮食粮食粮食 援助援助援助援助 。。。。 李李李李 根根根根 曾曾曾曾 参与参与参与参与 了了了了 达成达成达成达成 这这这这 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 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的的的的 谈谈谈谈判判判判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shànggeyuè , b ěicháoxi ān yǔ měifāng dáchéng xiéyì , tóngyì zànshí dòngjié yóu nóngsu ǒ hé 

yuǎnchéng dàndào d ǎodàn f āshè děng huódòng , zuòwéi huíyìng , m ěifāng zé chéngnuò duì cháo 

tígòng 24 wàn d ūn liángshí yuánzhù . l ǐ gēn céng c ānyù le dáchéng zhè y īxìliè xiéyì de tánpàn g ōngzu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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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东东京湾京湾京湾京湾 水系水系水系水系 核核核核 污污污污染染染染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出出出出 炉炉炉炉 

dōngj īngw ān shu ǐxì hé wūrǎn bàogào ch ū lú 

 

为为为为了了了了 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核核核核电电电电站站站站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后后后后 扩扩扩扩散散散散 到到到到 东东东东京京京京 及及及及 周周周周边边边边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的的的的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对对对对 东东东东京湾京湾京湾京湾 及及及及 周周周周围围围围 水系水系水系水系 造成造成造成造成 的的的的 

污污污污染染染染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省省省省 对对对对 汇汇汇汇 入入入入 东东东东京湾京湾京湾京湾 等等等等 的的的的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进进进进行行行行 了了了了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 汇总汇总汇总汇总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结结结结果果果果 的的的的 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日日日日 前出前出前出前出 炉炉炉炉 。。。。 

wèile diàochá hédiànzhàn shìgù hòu kuòsàn dào d ōngj īng jí zh ōubiān dìqū de fàngshèxìng wùzhì duì 

dōngj īngw ān jí zhōuwéi shu ǐxì zàochéng de w ūrǎn chéngdù , rìb ěn huánjìng sh ěng duì huì rù 

dōngj īngw ān děng de héliú jìnxíng le fàngshèxìng ji ǎncè , huìz ǒng ji ǎncè ji ēguǒ(jiégu ǒ) de diàochá 

bàogào rì qiánch ū lú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显显显显示示示示 ，，，， 河水河水河水河水 中中中中 并并并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到到到到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 但但但但 入海口入海口入海口入海口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的的的的 河河河河 底底底底 淤泥淤泥淤泥淤泥 和泥和泥和泥和泥 沙沙沙沙 中中中中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到到到到 了了了了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铯铯铯铯 ，，，，  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浓浓浓浓度度度度 从从从从 数数数数 十十十十 到到到到 数数数数 千千千千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不等不等不等不等 。。。。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省省省省 虽虽虽虽然然然然 认为认为认为认为 这这这这 并并并并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对对对对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居民居民居民居民 的的的的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造成造成造成造成 危害危害危害危害 ，，，， 但但但但 依然依然依然依然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开开开开展展展展 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 

bàogào xi ǎnshì , héshu ǐ zhōng bìng méiy ǒu ji ǎncè dào fàngshèxìng wùzhì , dàn rùh ǎikǒu fùjìn de hé d ǐ 

yūní huóní sh ā zhōng ji ǎncè dào le fàngshèxìng wùzhì sè , m ěi gōngj īn nóngdù cóng sh ǔ/shù shí dào 

shǔ/shù qi ān beike lè ěr bùd ěng . huánjìng sh ěng su īrán rènwéi zhè bìng bùhuì duì fùjìn j ūmín de 

jiànk āng zàochéng w ēihài , dàn y īrán juédìng jìxù k āizhǎn diàochá .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称称称称 ，，，， 在在在在 靠近靠近靠近靠近 东东东东京湾京湾京湾京湾 入海口入海口入海口入海口 的的的的 8 处处处处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 河河河河 底底底底 淤泥淤泥淤泥淤泥 中中中中 含有含有含有含有 的的的的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浓浓浓浓度度度度 从从从从  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59 到到到到 470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不等不等不等不等 。。。。 在在在在 流流流流经经经经 东东东东京京京京 的的的的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中中中中 ，，，， 隅隅隅隅 田田田田 川川川川 两国两国两国两国 桥桥桥桥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的的的的 浓浓浓浓度度度度 为为为为 580 贝贝贝贝

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荒荒荒荒 川川川川 葛葛葛葛 西西西西 桥桥桥桥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为为为为 70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位于位于位于位于 东东东东京京京京 与与与与 千千千千 叶叶叶叶 县县县县 之之之之间间间间 的的的的 旧旧旧旧 江江江江 户户户户 川川川川 浦浦浦浦

安安安安 桥桥桥桥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为为为为 38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流流流流经经经经 千千千千 叶叶叶叶 县县县县 千千千千 叶叶叶叶 市市市市 的的的的 印印印印 旛旛旛旛 渠渠渠渠 新新新新 花花花花 见见见见 川川川川 桥桥桥桥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为为为为 1770 贝贝贝贝

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流流流流经经经经 千千千千 叶叶叶叶 县县县县 市市市市 川川川川 市市市市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 间间间间 川川川川 三三三三 户户户户 前前前前 桥桥桥桥 附近附近附近附近 为为为为 470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不不不不过过过过 ，，，， 这这这这些些些些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的的的的 河水河水河水河水 中中中中 并并并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出出出出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铯铯铯铯 。。。。 

bàogào ch ēng , zài kàojìn d ōngj īngw ān rùh ǎikǒu de 8 ch ǔ/chù dìdi ǎn , hé d ǐ yūní zhōng hány ǒu de 

fàngshèxìng wùzhì nóngdù cóng m ěi gōngj īn 59 dào 4700 beike lè ěr bùd ěng . zài liúj īng dōngj īng de 

héliú zh ōng , yú tián chu ān li ǎngguó qiáo fùjìn de nóngdù wéi/wèi 580 beike lè ěr , huāng chu ān gé/gě xī 

qiáo fùjìn wéi/wèi 700 beike lè ěr ；；；； wèiyú d ōngj īng yǔ qiān yè xiàn zh ījiān de jiù ji āng hù chu ān pǔān 

qiáo fùjìn wéi/wèi 380 beike lè ěr ；；；； liúj īng qi ān yè xiàn qi ān yè shì de yìn 旛旛旛旛 qú x īn huā jiàn chu ān qiáo 

fùjìn wéi/wèi 1770 beike lè ěr ；；；； liúj īng qi ān yè xiàn shì chu ān shì de zh ēn ji ān chu ān sān hù qián qiáo 

fùjìn wéi/wèi 4700 beike lè ěr . bùguò , zhèxi ē héliú de héshu ǐ zhōng bìng méiy ǒu ji ǎncè ch ū 

fàngshèxìng sè .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 ，，，， 在在在在 位于位于位于位于 关东关东关东关东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的的的的 湖泊湖泊湖泊湖泊 沼沼沼沼泽泽泽泽 中中中中 ，，，， 霞霞霞霞 之之之之 浦浦浦浦 湖湖湖湖 的的的的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浓浓浓浓度度度度 为为为为 250 到到到到 130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手手手手 贺贺贺贺 沼沼沼沼 为为为为 1090 到到到到 740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印印印印 旛旛旛旛 沼沼沼沼 为为为为 440 到到到到 1250 贝贝贝贝克克克克 勒勒勒勒  。。。。 

lìngwài , zài wèiyú gu āndōng dìq ū de húp ō zhǎozé zhōng , xiá zh ī pǔ hú de fàngshèxìng nóngdù wéi/wèi 

250 dào 1300 beike lè ěr , shǒu hè zhǎo wéi/wèi 1090 dào 7400 beike lè ěr , yìn 旛旛旛旛 zhǎo wéi/wèi 440 dào 

1250 beike lè ěr . 

 

 



 - 7 -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省省省省 就就就就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结结结结果果果果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 ，，，， 在在在在 大气大气大气大气 辐辐辐辐射射射射 较较较较 高高高高 的的的的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积积积积聚聚聚聚 上游上游上游上游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的的的的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下游下游下游下游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到到到到 的的的的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浓浓浓浓度度度度 相相相相对对对对 较较较较 高高高高 。。。。 据据据据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 这这这这 份份份份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将将将将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在在在在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 省省省省 的的的的 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上上上上 。。。。 

huánjìng sh ěng jiù ji ǎncè ji ēguǒ(jiégu ǒ) fēnxi zh ǐchū , zài dàqì fúshè jiào g āo de dìq ū 、、、、 yǐjí j ījù 

shàngyóu fàngshèxìng wùzhì de héliú xiàyóu dìq ū , jiǎncè dào de fàngshèxìng nóngdù xi āngduì jiào 

gāo . jù li ǎoji ě , zhè fèn bàogào ji āng gōngbù zài huánjìng sh ěng de w ǎngzhàn shàng . 

 

专专专专家家家家 析析析析 核核核核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对对对对 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的的的的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zhuānji ā xī hé wùzhì duì yúlèi de y ǐngxi ǎng 

 

熟悉熟悉熟悉熟悉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对对对对 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的的的的 东东东东京京京京 海洋海洋海洋海洋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神神神神 田田田田 穰穰穰穰 太太太太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 “ 在在在在 关东关东关东关东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 积积积积聚聚聚聚 在在在在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湖泊湖泊湖泊湖泊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铯铯铯铯 大多大多大多大多 附着附着附着附着 在在在在 粘土粘土粘土粘土 上上上上 ，，，， 通常通常通常通常 这这这这些些些些 物物物物质质质质 即使即使即使即使 被被被被 摄摄摄摄 食食食食 的的的的 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吸吸吸吸 入入入入 体体体体

内内内内 ，，，， 最最最最终终终终 也也也也 会会会会 随着随着随着随着 粘土粘土粘土粘土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被被被被 排排排排 泄泄泄泄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 但但但但 必必必必须须须须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 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 ，，，， 关东关东关东关东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湖泊湖泊湖泊湖泊 的的的的 

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样样样样本本本本 中中中中 曾曾曾曾经经经经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出出出出 超超超超过过过过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暂暂暂暂定定定定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 的的的的 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放射性 铯铯铯铯 ，，，， 这这这这些些些些 铯铯铯铯 是是是是 经经经经由由由由 何何何何种种种种 渠道渠道渠道渠道 进进进进入入入入 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体内体内体内体内 的的的的 ，，，， 至今至今至今至今 仍仍仍仍 是是是是 个个个个 谜谜谜谜 。。。。 随着随着随着随着 暂暂暂暂定定定定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 值值值值 的的的的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 检测检测检测检测 会会会会 变变变变 得得得得 更加更加更加更加 严严严严格格格格 ，，，， 今后今后今后今后 必必必必须须须须 详详详详

细细细细 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受受受受 污污污污染染染染 的的的的 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鱼类鱼类鱼类鱼类 等等等等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所所所所 受到受到受到受到 的的的的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 “ 

shúx ī fàngshèxìng wùzhì duì yúlèi y ǐngxi ǎng de d ōngj īng hǎiyáng dàxué jiàoshòu shén tián ráng tài 

biǎoshì , “ zài gu āndōng dìq ū , jījù zài héliú húp ō zhōng de fàngshèxìng sè dàdu ō fùzhuó zài niánt ǔ 

shàng , t ōngcháng zhèxi ē wùzhì jísh ǐ bèi shè shí de yúlèi x ī rù t ǐnèi , zuìzh ōng yě huì suízhe niánt ǔ yīqǐ 

bèi pái xiè ch ūlái . dàn bìx ū zhǐchū de shì , gu āndōng dìq ū bùfen héliú húp ō de yúlèi yàngb ěn zhōng 

céngj īng ji ǎncè ch ū chāoguò guóji ā zàndìng bi āozhǔn de fàngshèxìng sè , zhèxi ē sè shì j īngyóu 

hézhǒng qúdào jìnrù yúlèi t ǐnèi de , zhìj īn réng shì gè mí . suízhe zàndìng bi āozhǔn zhí de jiàngd ī , 

jiǎncè huì biàn de/dé/d ěi gèngji ā yángé , j īnhòu bìx ū xiángxì diàochá héliú shòu w ūrǎn de qíngkuàng 、、、、 

yǐjí yúlèi d ěng sh ēngwù su ǒ shòudào de y ǐngxi ǎn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