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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记者许缘、钱铮

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制
造业近年来遭遇业绩下滑和企业“大
撤退”，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撤出厂房，
将“阵线”退至日本本土，甚至出现用
会计造假掩盖业绩不佳等丑闻。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制造业在
全球范围内逐步萎缩主要源于企业
文化僵固、创新脱离市场等内部原
因。但整体而言，“日本制造”仍具竞
争力，特别是在尖端领域仍有优势。

日本制造业曾取得辉煌成就，
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独特的管理
模式和企业文化，这是一种自上而
下、层级分明的管理体制和精益求
精的企业氛围。正是依靠一股执著
的精神，以制造业为领头羊的日本
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但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曾经给日本制造业带来成
功的企业文化逐渐僵化，成为日本
制造业故步自封的内部根源。

日本制造业企业善于将某种技
术或品质发扬到极致，但在如今全
球范围内革命性技术突破的产业环
境中却很难适应。“日本制造”强调
技术和产品创新，但更多的是在已
有产品和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
更新，缺乏主动寻求新领域的突破
性思维。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
日本制造业正逐步与市场大方向脱
节，过度执著于细节和品质令其很
难适应成本竞争和现代市场要求。

日本式创新脱离消费市场，有
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制造业企业在过
去 20 年间为寻求更低的人工和材
料成本，将生产基地迁至日本以外，
而将主要研发力量保留在本土。生
产与研发的分离，使得创新部门掌
握的消费终端信息大大滞后，难以
迅速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而
追求极致质量和细节的“匠人精神”
也令日本制造业沉溺于技术升级。
当技术无法与产品实用性相合，过
高的技术追求反而为企业带来成本
危机，令企业丧失市场竞争力。

例如日本家电品牌，从三洋退
出市场到索尼、松下等巨额亏损，再
到东芝因会计丑闻深陷危机，最终
不得不将白色家电业务出售，曾经
在消费者心中种下信誉的日本家电已风光不再。以目前深
陷财务危机的电子生产商夏普为例，其曾在 2010 年推出世
界首款“四原色”电视，但玄乎其玄的技术带来的是过高的
成本和销售价格，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着实分辨不出微妙的
清晰度差异。一味追求尖端技术，而忽略了市场的真正需
求，连夏普自己都说四原色电视是“消费者花更高价格购买
的实用性不高的产品”。

从日本社会的整体大环境来看，人口总量下滑、人口结
构失衡和内部需求疲软等结构性问题长期困扰日本。特别
是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后，日本年轻人口数量不足导致就业
结构不均衡、产业缺乏活力。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人口
调查数据，目前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
的四分之一，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已步入超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导致日本创业氛围渐渐消失，产业活力下
降。在锈化的社会齿轮带动下，日本年轻人更趋向于当安逸
的“上班族”，创业和创新热情越来越少。对此，日本早稻田
大学名誉教授野口悠纪雄曾撰文说，“安倍经济学”的“三支
箭”无法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一种从市
场需求不足到创新弱化的恶性循环。

不过，尽管日本制造业企业近年来频现衰败迹象，但拥
有先进技术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并未改变。以知名品牌索尼
为例，虽然其智能手机并未在全球掀起热潮，但它却掌握着
智能手机摄像头技术，而拍照又是目前手机不可缺少的功能
之一，这就令索尼成为智能手机界核心部件的“隐形冠军”。

此外，虽然部分日本制造业企业离开了终端消费市场，
但它们并非被迫退出，而是选择主动抽身，并转型至需要更
高技术门槛且竞争并不激烈的商用市场，它们仍是市场的
有力竞争者。 新华社东京 7 月 26 日电

新华社万象 7 月 26 日电(记者陈健、颜
昊)7 月 26 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万象出席第
六届东亚峰会外长会。针对有个别国家外长
在发言中提及南海仲裁案，王毅阐述了中方
立场。

王毅表示，中国从一开始就不参加仲裁
案也不接受其所谓裁决，这样做具有充分的
法理依据，正是为了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首先，菲律宾前政
府单方面提出的仲裁违背了作为仲裁基础的
当事方同意原则，也没有履行事先充分交换
意见的必要前提，不具备启动仲裁的法律要
件。菲前政府的做法还背弃了中菲双边协
议，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第
四款规定，触犯了“禁止反言”的国际法准
则。第二，尽管提出仲裁的事项均经过各种
包装，但实际上都直接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
划界，完全超出了《公约》的范围和临时仲
裁庭的管辖，是典型的扩权、越权，也是对
仲裁争端机制的滥用。欧洲一位权威法律专
家公开表示，这起仲裁案无疑涉及领土主权
问题，不属于《公约》调整范围，仲裁庭强

行将领土主权争议与岛礁地位问题分开，这
种做法在国际法上没有先例，犹如“把马车
放在马匹之前”，纯属本末倒置。第三，临
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错误明显，漏洞百出，
公然以其自创的所谓标准，否定和剥夺当事
方合法合理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尤其是
把南沙最大岛屿、有着 50 万平方米的太平
岛判定为礁，不能具有海洋权利。如果这一
判定也是正当合法的话，当今世界海洋版图
将会被改写。

王毅强调，这一裁决显然与国际法治的
精神背道而驰，也违反了《公约》的原则和
精神。这一仲裁从程序和法律适用、事实认
定以及证据采集等多方面都充满了疑问和谬
误。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不合法”：一是仲
裁的提起不合法；二是仲裁庭的成立不合
法；三是仲裁的结果不合法。因此，中国采
取的立场完全正当，目的是维护国际公平与
正义，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王毅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
仲裁案的本质和危害，理解和认可中国坚持
通过直接谈判协商解决争议的立场，呼吁尊

重主权国家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包括尊重根据《公约》 298 条作出的排除性
声明。还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界人士对仲
裁案的合法性和裁决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可
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桩所谓南海仲
裁案的非法性必将被进一步揭露，隐藏在临
时仲裁庭背后的政治操作必将大白于天下。

新华社万象 7 月 26 日电(记者颜昊、陈
健)7 月 26 日，外交部长王毅出席老挝万象
第六届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针对美日澳
25 日晚发表涉及南海局势的三方声明，据
理予以严正驳斥。

王毅说，昨天召开的中国-东盟(10+1)会
议十分融洽，和谐，会后 11位外长共同发表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
的联合声明。 DOC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致同
意遵守的地区规则。各方通过声明承诺回到
由直接当事方协商解决具体争议的正确轨
道，对外发出了中国东盟共同维护南海稳定
的积极信息。但遗憾的是，昨天深夜，美日
澳三方发表了另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继续炒
作南海问题，渲染地区紧张，实际上把矛头

指向中国。鉴于该声明已经造成影响，中方
必须做出必要反应。

王毅说，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景
象是，一方面本地区国家决心加强深化合
作，期待南海局势降温，另一方面这个三方
声明却还在煽动升温；一方面本地区国家都
不愿在仲裁案上选边站队，认为这是中菲的
双边问题，另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仍一口咬
定充满争议的所谓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一
方面世界上 7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理解
和支持中国的正当立场，另一方面这个三方
声明仍在明里暗里指责中国。这个声明的发
表很不合时宜，与形势的发展极不和谐。这
个声明与本地区国家正在维护南海稳定的努
力不相符合，与本地区人民希望南海局势降
温的愿望不相符合，与域外国家应发挥建设
性作用不相符合。

王毅说，如果你们三方真的希望南海稳
定的话，就应支持中国和东盟落实好 DOC，
支持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现
在，是检验你们是和平维护者还是搅局者的
时候了。

新华社东京 7 月 26 日电(记者刘秀玲、
沈红辉)据共同社报道，26 日在日本神奈川
县一家残疾人福利院遭持刀男子袭击的 4 名
伤者在当地医院被确认死亡，该袭击事件死
亡人数目前增至 19 人。

当地时间 26 日凌晨 2时 30 分许，日本
一名 26 岁男子持刀闯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
“津久井山百合园”福利院行凶，目前导致 19
人死亡、20 多人受伤，其中 20 人受重伤。

该男子名为植松圣，他已于凌晨 3时许
向当地警方自首。据警方消息，该男子曾在
“津久井山百合园”工作，他自首时携带的
背包中放有多把凶刀。植松承认用刀刺杀、
刺伤了福利院入住者，并在口供中表示想
“让残疾人从世界上消失”。

目前警方正在就此进行进一步调查，伤
者在附近医院接受紧急治疗。

截至 4 月底，“津久井山百合园”入住
的 149 名残障人士中，年龄分别在 19 岁至
75 岁间，其中约 40 人在 60 岁以上。

新华社东京 7 月 26 日电(记者刘秀玲、
沈红辉)据共同社报道， 26 日凌晨持刀闯入
日本一福利院行凶的犯罪嫌疑人植松圣曾于
今年 2 月 18 日写信给众议院议长，预告他

将采取的犯罪行为，警方就此曾对他进行过
调查。

共同社消息说，植松圣在信中提出，对
重度残疾人实施安乐死。他甚至在信中披露

了自己的犯罪计划，称自己可以杀害 470 名
残障人士。

植松在信中还写下了自己的“作战内容”，
称其会选在福利院员工较少的夜晚作案，并
选中住有多名重度残疾人的两个福利院作为
目标，其中包括他实施行凶的“津久井山百合
园”福利院。植松说，他会用绳子绑住员工，使
之无法与外界联系，但不会伤害员工。而自己
会在两个福利院“作战”结束后，向警方自首。

植松还在信中提出，希望被捕后监禁时
间不超过两年，然后以“精神失常”为由判处无
罪，并为他准备开始新生活所需的新身份、安
排整容和提供 5 亿日元的金钱援助。

另据警方消息，植松圣在向众议院议长
递交信件后，曾一度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入
院期间，院方在对他进行的尿检中发现了大
麻成分。

日本警察厅称，此案为 1989 年以来，遇
害人数最多的一起刑事案件。目前，警方对案
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日本：男子持刀袭福利院，致死 19 人
行凶者曾在 2 月份写信给日本众议长预告自己将采取的犯罪行为

南海主题宣传短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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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日本神奈川县，警察和救援者在发生行凶案的残疾人福利院外工作。新华社发

王毅：南海仲裁有“三个不合法”
针对美日澳涉南海声明据理予以严正驳斥

新华社纽约 7 月 25 日电(记者李畅
翔)一条南海主题宣传短片日前登陆美国
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向全球受众介
绍中国对南海诸岛合理合法拥有无可争议
的主权，澄清了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闹剧真
相，重申对话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海争议
的解决途径。

宣传片长 3 分 12 秒，用碧海蓝天的
美丽画面展现了南海诸岛的秀美风景，同
时清晰讲述了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
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历史，并逐步
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展示
了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宣传片中，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
士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
长罗思义、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
大臣凯瑟琳·韦斯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马苏德·哈立德等专家学者和政要相继出
镜，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
的主权具有足够历史和法律基础，并指
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
建议由直接相关方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化
解分歧。

据了解，该宣传片于 7月 23日至 8月 3
日在大屏幕上以每天 120 次的频率密集播
出。

宣传片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来
自山东省的游客陈先生看过宣传片后告诉
记者，能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看到有理
有据、用历史事实说话的南海主题宣传
片，他觉得很有必要性，“我们应该让全
世界都了解事实真相”。

宣传片也引发了纽约侨界的强烈共
鸣。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马粤
说，宣传片不但清晰地说明了中国对南海
诸岛拥有主权的合法性，也表明了我们对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使相关谬论不攻
自破。

播放宣传片的“中国屏”位于美国纽
约市曼哈顿区核心地带的时报广场 2 号
楼。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
一，每年客流量达数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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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
东盟与中国就南海问题释放
出向前看的积极信号。在菲
律宾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
作出漏洞百出的所谓裁决
后，南海问题迎来拨乱反正
的新契机。

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符
合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及国际社
会基本利益。但是，总有个别域
外势力，似乎不愿看到南海和
平与稳定，不愿看到他们精心
操纵的所谓仲裁被看破真相的
人们弃之如敝屣，不甘心这一
非法裁决沦为一张废纸。

在鼓捣东盟与中国作对
的企图失败后，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三国外长在万象匆
匆举行“部长级战略对话”并
抛出联合声明，无理要求中
国“遵守”临时仲裁庭非法裁
决。他们大概觉得自己才是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
内国际法的“教师爷”。

然而，事实如何呢？
美国就不必说了，在“美

国优先”霸权心态和强权逻辑
支配下，他们把自己当成国际
法的“例外者”。美国至今没有
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
已说明一切。

日本是国际法的“投机
者”。当国际法院裁定日本商
业捕鲸违法后，日本却宣称
自己在“搞科研”；当菲律宾南
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将太平

岛降级到“礁”时，口口声声拥护所谓裁决的日本
却坚称几块榻榻米大小的“冲之鸟”礁是“岛”；当
美国在南海水域“横行自由”时，日本在一旁拍手
叫好；当第三国舰船正常通过吐噶喇海峡等国际
海峡时，日本却跳脚叫骂。

澳大利亚跟着美日摇旗呐喊，大概忘了自己
与东帝汶的海洋边界和权益之争才是国际“海洋
法治”历史上“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典型案例。

显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和日本、澳大利
亚的所作所为根本无关国际公法，只关乎私利
私心，三国正在成为南海问题的“捣乱同盟”以及
针对中国的“抹黑同盟”。

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有着上千年相处和友
好交流的历史，中国和相关各方有决心、有耐
心、有智慧处理好和解决好南海问题，不需要指
手画脚的“教师爷”，不需要双重标准的伪善者，
不需要别有用心的捣乱者。

（记者冯武勇）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据新华社美国费城 7 月 25 日电(记者徐剑梅、周效政、陆
佳飞)为期四天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25日在宾夕法尼
亚州费城开幕。由于此前民主党高层涉嫌破坏党内总统竞选
人伯尼·桑德斯预选活动的部分邮件被曝光，大批桑德斯支持
者涌入费城举行抗议，大会未及召开即已蒙上分裂阴影。

当晚，桑德斯登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讲台发言，宣
布支持其竞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他说：“这场选举不关乎任何候选人，而关乎美国
人民的需要，关乎我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什么样的未来……
基于她的理念和领导地位，希拉里·克林顿必须当选为美国
总统。”他同时严厉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房地产大亨唐
纳德·特朗普的竞选主张。当桑德斯宣布支持希拉里参选
时，许多代表起立鼓掌，会场气氛热烈。

美民主党大会开幕

桑德斯支持希拉里

据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25 日电(记者倪红梅、史霄萌)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吕克托夫特 25 日呼吁各国承诺在里
约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弘扬和平
与和谐文化。

联大当天以体育促进发展为主题召开会议。吕克托夫
特重申去年 10 月联大通过的决议，敦促联合国各会员国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 31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前第 7 天至第 15 届夏季残疾人奥运会闭幕后第 7 天期间，
各自和集体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传统。

吕克托夫特在呼吁书中说，奥运会将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聚集一堂，共襄国际体坛最大盛事，在各国和各民族之间促
进和平、相互了解与友好关系，而这些目标也是创建联合国
所依据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在里约奥运会上，一支由难民组
成的运动队将举着奥利匹克会旗参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有力地体现了包容和我们的共同人性。吕克托夫特同时呼
吁世界各地当前武装冲突的所有交战方拿出勇气，同意在奥
林匹克休战期间真正彼此停火，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机会。

联大主席呼吁各国承诺

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休战

 7 月 25 日，美国纽约时
报广场“中国屏”播出南海主题
宣传短片。新华社记者秦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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