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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5月12日电（记者
蒋芳）记者12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该馆最新获

赠173件反映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

学武器和研制细菌武器、强征“慰安

妇”等方面的史料，包含美国国家档

案馆和美国军事部解密的部分文件、

照片，来自侵华日军私人相册的“慰

安妇”历史照片等。

这批珍贵史料主要含3部分：

一是反映侵华日军在中国实用化

学武器和研制细菌武器的重要证据，

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存档资料“1934年

至2006年间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

物战特定文档”“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

帝国政府记录”“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

记录”和“日本战争罪行和相关主题：

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南”等；1942年美

国海军部化学战防护学校的课程笔记

与考卷、相关化学战的档案资料；1950

年苏联出版的英文版《日军实用生化

武器的批判》一书，内容涉及在南京的

日军1644部队指挥官佐藤俊二研制

细菌武器的完整证词。

二是反映“慰安妇”问题的史料，

如1939年日本政府派往中国的日本

“慰安妇”照片，该照片来自一名侵华

日军的私人相册；太平洋战争期间被

日军从印尼抓捕的性奴隶照片；一组

1938年被日军随军携带到江苏省溧

阳市天目湖的“慰安妇”照片等。除了

历史旧照，还有一批由海外出版的揭露

日军“慰安妇”制度恶行的书籍，如2004

年美国出版的《上海到上海——一位

日本帝国军医的日记》，详细记录了

1937年至1941年军医麻生彻男在上

海、南京等地为“慰安妇”体检、治疗性

病的情况，书中还收取了日本军开设

的慰安所和民间私营的慰安所的照片

资料等，与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对

国内慰安所遗址调查相互印证，形成

了完整的证据链。

三是反映国际社会援华的史料，其

中有1940年美国国会回复美国教会表示

国家愿意资助中国抗战的信件原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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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拉斯韦加斯5月
11日电（记者郭爽）美国“超回路1

号”公司11日在西部内华达州荒漠首

次对“超回路技术”中的推进系统进

行公开测试，测试结果符合预期。科

技“狂人”埃隆·马斯克提出的超高速

管道运输梦想距离实现更进一步。

当天上午，在200多名投资人、

合作方和媒体记者见证下，这家总

部位于洛杉矶的初创公司在拉斯韦

加斯以北约50公里处沙漠中测试了

其“超回路推进系统”。新华社记者

在现场看到，一个金属测试装置沿

铁轨加速疾驰，约5秒后利用沙堆减

速停止。

“超回路1号”公司高级副总裁乔

希·吉格尔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这个推进系统测试装置从0加速

到60英里时速（约合每小时96公里）

仅用时1秒。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布·劳埃德

对记者说：“今天我们测试的是全尺

寸推进系统，这是预计今年年底建成

的完整系统的一部分”，当天测试结

果符合预期。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特斯

拉汽车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2013

年提出“超回路”运输系统设想。根

据马斯克公布的初始方案，这一超高

速系统由双向管道和运输舱组成，运

输舱的行进时速将达1120公里（相当

于每秒约311米），与某些民航客机的

最高飞行速度相当。

美“管道高铁”推进系统首次测试符合预期

加速到百公里仅需一秒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澳大利亚和马

来西亚政府12日分别发表声明，证实

在南非和毛里求斯发现的两片飞机

残骸均与马航370航班有关。

澳大利亚基础建设和交通部长

达伦·切斯特12日发表声明说，标号

为3号、在南非发现的残骸被证实来

自飞机引擎整流罩，符合发动机生产

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马航开发并

使用的模板。标号为4号、在毛里求

斯发现的残骸被证实是一块来自主

机舱的内饰板，残骸与马航波音777

飞机前部右侧机舱门一个工作台所

使用的装饰层压板一致。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12日

发表声明说，马航专家组经过全面检

验后认定，在南非和毛里求斯发现的

两片飞机残骸与马航370航班客机所

属型号的面板相符，由此确认这两片

残骸“几乎肯定”来自马航370航班。

澳马政府证实两片残骸来自马航澳马政府证实两片残骸来自马航370370

5月11日拍摄的位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内的3D斑马线。近日，在上
海地铁9号线漕河泾开发区站的5号口，一幅配以人行横道线的3D斑马图
取代了原先单调的斑马线，并写宣传标语，提醒市民文明出行。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安蓓 赵超）针对湖南潭耒高速段

“天价救援费”事件，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2日说，这是一

起典型的乱收费案件。事件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时间要求湖南

省发展改革委立即调查了解情况，迅速依法依规处理。

4月上旬，相关媒体报道某货车司机在湖南潭耒高速段遭遇“天价救

援费”。经核实，湖南新塘车辆救援站存在高速救援乱收费问题，违反了

国家和湖南省高速公路救援收费有关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根据核查事实，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已依法对涉

事公司作出处理决定：一是责令施救主体单位清退违规收取的2140元；

二是对违规收费处以5倍罚款；三是对收费公示不规范的价格违规行为

处以5000元罚款。此外，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也对相关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进行了处罚，责成救援公司清退涉事员工，向司机赔礼道歉；追究

救援站负责人责任，将其调离岗位；追究救援公司违约责任，扣除其履约

保证金2万元等。

湖南“天价救援费”是典型乱收费

据新华社南宁5月12日专电（记者潘强）备受社会关注的“北海鲸鲨被

捕杀”事件调查日前取得突破性进展，北海市公安局证实确有此事，嫌疑人

以每斤1元的价格收购被杀的大鲨鱼后转卖，转卖价格为每斤2.5元。涉

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廖某、黄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北海市公安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民警已经找到参与收购、贩卖该条

疑似鲸鲨的人员廖某和黄某。经查，廖某于5月7日上午在北海港码头以

每斤1元的价格收购了一条740斤重的大鲨鱼，以每斤2.5元的价格转卖

给黄某，买主黄某将鱼购回后，把鱼肉制成鱼肥在市场销售。

记者了解到，每年五六月，北部湾海域都会出现鲸鲨，此前鲸鲨已经

相继在广西北海、广东惠东等多地出现。

非法贩卖北海鲸鲨嫌疑人被刑拘

新华社东京5月12日电（记者华义）位于日本东京北部约100公里的

枥木县一所小学的校餐11日被检出放射性铯超标，其中竹笋的放射性铯

超标一倍以上。枥木县和福岛县相邻。2011年，福岛核电站因地震和海

啸发生核泄漏事故。

据日本媒体报道，枥木县宇都宫市11日宣布，该市一所小学10日为

500多名学生提供了竹笋饭校餐。后经检测发现，竹笋的放射性铯含量

达到每千克234贝克勒尔，而日本一般食品的放射性铯含量标准是不超

过每千克100贝克勒尔。

枥木县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其中一部分竹笋来自该县的竹笋禁止上

市区域，一名采笋责任人承认，对所谓禁止上市区域不知情。福岛核事故

后，日本多个县对不同地点、不同类型食品设置了详细的禁止上市规定。

日本一学校校餐放射性物质超标

（上接第一版）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白城市湖泊湿地密布，自然保

护区众多，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白城市和齐齐哈尔市，是《东北旅

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打造的两

个“鹤城”，以白城为代表的西部草原和

湿地生态旅游也早已作为重点被纳入

全省旅游发展的大格局中。

现在，白城已初步形成了以向海、

莫莫格为核心的湿地生态风光游；以

查干浩特、姜家店草原为代表的草原

风光、蒙古族民俗游；以平台实验基地

和黑水靶场为依托，设计打造的集展

示、体验、科普、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

军事体验游；以嫩江湾、哈尔淖及月亮

湖等为载体的休闲度假游；以洮南府、

城四家子古城和汉书遗址为代表的人

文历史景观游；以哈尔淖、向海、月亮湖

冬捕为载体的冰雪节庆游。

位于白城市生态新区的威尼斯水

上乐园服务中心这几天正在紧锣密鼓

地筹备开业，这是一家投资3.2亿元兴

建的集餐饮宴会、温泉疗养、宾馆会议、

健身中心、儿童乐园、水上乐园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旅游服务场所。总经理

连海洋说，他们瞄准的就是白城未来

旅游发展的前景。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蒙俄

大通道建设为白城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他们计划依托云计算技

术平台，构建企业与市场、生产与销售大

数据库；结合白城内陆港二期工程建设，

提升检验、报关、保税功能，提高通关效

率；加快国家级杂粮杂豆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物流基地建设，谋划

白城综合物流快递产业园区。

积极应用“互联网+”，实现对商贸

流通等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提升是他们

的另一个重要做法。

一方面，他们积极完善全市商业

网点布局，推进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

促进城乡一体化商贸体系建设，与此

同时，他们还大力推进与阿里巴巴等

集团的合作，力争纳入国家农村电子

商务首批推广城市，加快建设电子商

务产业园，创建全国信息消费试点城

市。

通榆县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实施

“千县万村”计划，成为此计划全国第三

个“农村淘宝”试点县。建立了运营中

心和36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启动实施

了“农产品原产地直销计划”，通榆县获

得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两项

殊荣。

创新发展金融服务业是他们构建

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的一个重要内

容。全市大力推进的农村金融综合改

革试验涵盖了创新服务模式、创新机构

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强化融资手段运

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加强风险防范

等多个方面，正在努力探索一条操作性

强、复制性广的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之

路。

白城市金融办金融科科长赵彤介绍

说，自2012年以来，白城市全面推进土

地收益保证贷款业务，辖内五个县（市、

区）都组建了物权融资公司，全市已累计

发放贷款3.34亿元，有6000多农户受

益。

白城市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地方金

融机构，在大力推进土地收益保证贷

款方面一直走在前头。在白城市农商

行保胜支行，记者见到了市行三农业

务部经理丁健，他告诉记者，土地收益

保证贷款为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地膜、

农机具等进行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

扶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还

大力推进金融信用体系建设，通过评

定信用户、信用村，努力增加支持农民

农业生产信用贷款的授信额度。

2015年，白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实

现271.1亿元，增长8.3%。占GDP比重

37.9%，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

5.1%，比二产增速高出0.9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全市服务业运行总体平

稳，实现增加值64.1亿元，增长7.4%，

比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对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白城市

来说，未来的二产和三产，必将互带互

促，比翼齐飞。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余

晓洁 田颖）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

心和机械科学研究总院12日发布的

《2015年度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

告》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制造强

国的差距缩小了一半，从不及美国指

数的 30%提高到接近美国指数的

58%。目前，中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

位列全球第四，处于第三方阵前列。

美国为第一方阵，德国、日本为第二

方阵。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院士在发

布会上表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

国之器，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主

体，是实现创新驱动和发展方式转型

升级的主战场。

美国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战

略、德国的工业4.0、英国的工业2050

战略……放眼全球，制造业增长较快

的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关国家战略。

2013年以来，中国工程院会同工信

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开展重大咨询

研究项目——“制造强国战略研

究”。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国制

造2025”战略。

“中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在过去

10余年间有大幅增长，但与美国、德

国、日本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

有较大的差距。从四个一级指标分

项指数增速看，规模发展增速放缓，

但在指数增长中仍占有绝对主导地

位。质量效益仍是瓶颈，结构优化有

待突破，持续发展能力初现起色。”项

目组组长朱高峰院士说。

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大而不

强，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核

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质

量问题突出。

“按照‘中国制造2025’三步走的

战略目标，中国预计在2025年迈入制

造强国行列，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

二方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

需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产业结

构升级，瞄准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

化基础、绿色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

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朱高峰说。

为系统反映制造强国发展进程，

项目组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

发布《中国制造强国指数年度发展报

告》，并根据制造业发展的新态势，不

断优化相关指标及评价。

《中国制造2025系列丛书》共七

卷同日发布。周济表示，系列丛书在

出版上有所创新，网上开放获取和纸

质出版同步进行。

中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世界排名第四
质量效益仍是瓶颈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樊曦）记者12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为大力推进铁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出行和物流需求，从5月15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这是近10年来铁路实施的最大范围的列车运行图调整，也是铁路运

输能力增量最大的一次调整。

此次调图，从客运市场来看，铁路部门将大量增开旅客列车。新图共

安排开行旅客列车3400对，其中动车组列车2100多对、普速列车1200多

对，旅客列车较原图增加近300对。

从货运来看，铁路部门将进一步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增开中

欧、中亚班列，中欧、中亚班列运行线达到62条，较原图增加17条、增长

37.8%，同时加快构建货物快捷运输网络，以时速120公里为主的各类货

物快速班列开行总数将达到251列，较原图增加58列、增长30.1%。

铁路部门提示，全国主要干线旅客列车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

已于4月20日起恢复为60天，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

网站，以及铁路部门开通的官方微博、微信查询列车开行时间及时刻表，

或关注火车站发布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全国铁路运行图将迎来“大修”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5月12日电（记者荀伟 刘彤）在经过了长达21小

时的投票前发言后，巴西参议院12日凌晨投票通过了针对总统罗塞夫的

弹劾案，罗塞夫将被强制离职最长达180天，副总统特梅尔将出任代总统。

参议院全体会议于当地时间11日上午9时正式开始，共71名议员在

投票前进行了发言，过程持续了20多个小时，气氛相对平和有序。投票

环节于12日凌晨6时30分进行，现场实到78名议员，参议长雷南·卡列罗

斯没有参与投票，其余77名议员中55人投了赞成票，22人投票反对。

此次投票通过意味着针对罗塞夫的弹劾程序在参议院正式启动。接

下来该案将进入预审阶段，参议院特委会将着手收集相关证据，同时弹劾

报告经总统自辩后进行相应修改，并递交参议院进行第二次全体投票。

如这两次投票有任何一次未能通过弹劾案，罗塞夫将继续担任总统。

巴西参议院通过总统弹劾案图为“超回路推进系统”测试装置。 新华社记者 郭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