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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會”會長慶田城用武提議，要登上釣魚

島，去哀悼、祭奠在 1945 年躲避美軍進

攻，到釣魚島附近海域避難而遭遇沉船的

遇難者。遭拒絕，慶田城用武會長指出︰

這樣容易成為與周邊國家糾紛的火種，遺

族會並不拘泥於在什麼地方舉行慰靈祭，

該會尋求的是恆久的和平。遺族會擔憂︰

在抱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活動家採取過激行

為互相挑舋的不安定時期在那裡舉行慰靈

祭，容易成為糾紛的火種。

石垣市也一貫與東京都的購島計劃遙

相呼應，支持石原購島，中山義隆2012年

4月 23日前往東京都，就東京都有意“購

買釣魚島”一事與當時的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舉行會談，表示讚同購島計劃並愿意提

供“協助”。

中山義隆透露，石原在會談中向其說

明了購島方針的制定經過，並表示希望由

其負責與土地所有者進行交涉，中山表示

本報訊（記者 楊文凱）為了進一步提升

觀光立國大目標，日本執政自民黨的“觀光

立國調查會”在4月17日向政府“觀光立國

推進閣僚會議”提交了提言書，提出在2012

年吸引837萬訪日觀光客的基礎上，2013年

將達成1000萬人的目標，而在2014年以後將

以吸引2000萬海外遊客為目標。

自去年911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實施“國

有化”以後，日本在推動觀光立國方面原本

寄予厚望的訪日中國客人銳減，迄今看不出

有恢復的跡象。為此，日本無奈將主攻方向

轉向東南亞市場。提言書建議為泰國、馬來

西亞、印度尼西亞三國訪日遊客提供免簽待

遇，同時大幅緩和多次入國簽證的發放國家

范圍，將為越南、菲律賓、印度、俄羅斯等

國家的訪日遊客發放在一定期限內多次有效

入境簽證。日方通過緩和簽證手續、擴大簽

證范圍來支持達成觀光立國大目標。

以山本幸三位會長的自民黨的“觀光立

國調查會”歸納的提言書的主要內容包括：

1、2014年以後把吸引訪日外國人的目標提

升至2000萬人；2、為泰國、馬來西亞、印

度尼西亞三國訪日遊客提供免簽，為越南、

菲律賓、印度、俄羅斯等國訪日客發放多次

有效入境簽証；3 、為對應訪日客大幅增

加、加快出入國手續的辦理，將增加入國審

查官人數；4、擴大免稅商品種類，對於特

別受到訪日遊客歡迎的高級化妝品、醫藥品

等將列入免稅品范圍；5、活用日本的歷史

性建築物，吸引大型國際會議來日召開，打

造會議經濟；6、公共交通將為外國遊客提

供優惠，等等。

據了解，以上這些促進觀光立國的新措

施，將在6月匯總到政府即將提出的成長戰

略中，不僅反映在夏季參議院大選的選舉公

約中，同時也會作為政府正在推進的“Cool

Japan”戰略的組成部分而得到實行和強化。

另外，自去年7月起專門針對中國訪日

遊客而設置、以地震災區的東北三縣(宮城、

福島、巖手)為目的地的多次訪日簽證制度，

本報訊（記者 張石）東京都知事豬瀨

直樹最近訪問了美國，於當地時間4月 17

日會見了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豬瀨表達了

希望美方支持東京申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

的意願。4月17日正值原東京都知事石原

慎太郎在美國華盛頓宣布東京都將購買釣

魚島一周年，這一天，豬瀨在紐約召開了

記者會，表示東京都“正在水面下研究釣

魚島問題的新的解決辦法”。也正在注意

“國家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動向。”

目前東京都保有為購釣魚島得到的約

14億2千萬日元的捐款，3月份東京都議會

通過了一項決定，將這筆捐款作為“尖閣

諸島活用基金”，與東京都其它的收入分

別管理，並要求國家利用這筆基金建造漁

船一時避難的停泊設施。

東京都擔任這個項目的幹部今年 3 月

前往現在在行政上管轄釣魚島的沖繩縣石

垣市。向石垣市通報建立“尖閣諸島活用

基金”之事。

目前，在約10萬4千件的捐款人中，

到3月末為止，有175人要求返回捐款。

在日本政府的行政區劃中，釣魚島被

劃歸石垣市管轄。釣魚島等大小八個島

嶼，在石垣市的登錄地址為登野城2360-

2365 番地(也有文件標注為登野城 2390-

2394番地)。

2009年 4月，當時的石垣市長大濱長

照給中曾根外相發出公涵，要求登上釣魚

島(日本名尖閣諸島)進行財產調查。

大濱長照指出，按照地方稅法 4 0 8

條，希望登島進行資產稅征稅實地調查。

並強調調查也將對文物和稀少的動植物的

研究做出貢獻，信函中指出：“尖閣諸島

是我國固有的領土，從任何角度來看都適

用於日本國內法。”

2011年 7月，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向

“尖閣列島(中國名稱釣魚島)戰時遭難者遺

因實施效果不彰，日本政府考慮將撤銷“訪問

地要件”制度。在中國訪日客銳減之後，日本

政府希望吸引東南亞和俄羅斯等地的遊客，以

彌補中國客退潮後留出的空洞，同時增加旅遊

業界的雇傭，促進地域經濟的活性化。

不過，對於日本政府來說，舍棄海外消

費世界第一的中國遊客而舍近求遠，實為無

奈之舉。中日圍繞著釣魚島領土糾紛嚴重惡

化了兩國關系。政治氣氛冷卻、國民感情對

峙，使得日本吸引中國遊客的任何努力都被

無情化解，迄今依然看不見希望的曙光。但

是，中國遊客因其消費實力日長而在世界各

同意。“無論是石垣市還是我自己都讚同

石原知事的想法，愿意提供協助。”

去年7月6日，中山義隆再次訪問東京

都，並會見石原，向石原贈送“尖閣研究

最權威的著作”《尖閣研究》，這部著作是

以原琉球大學校長高良鐵夫為中心的研究

小組在1950年到1968年5次登釣魚島的調

查報告。

石垣市在今年定立的《海洋基本計劃》

中，將釣魚島定位為“適合申請世界遺產

地區”，強調登島調查的必要性，鑒於釣

魚島上存在大量野山羊和東京都的小笠原

群島申請世界遺產成功的事例，石垣市要

向東京都學習“驅出小笠原群島山羊和離

島申請世界遺產的成功的經驗”，而今後

東京都和石垣市將如何聯合，敦促日本政

府利用“尖閣諸島活用基金”，在釣魚島周

圍採取“建造漁船一時避難的停泊設施”等

行動，十分引人注目。

地都成為旅遊座上賓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日

本觀光業界對此也是難以割舍的。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4月4日剛剛發表

聲明說，中國在2012年已超越超美德兩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國際旅遊消費國。統計表

明，中國人2012年在海外旅遊消費額達1020

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比2011年的730億

美元海外旅遊消費額增長了40%。

事實表明，過去10年間，中國國際旅

遊市場的發展一直是全球最快的。2000年

至2012年間，中國海外旅遊的遊客人數從

1000萬增加到了8300萬，旅遊消費額增長

了近8倍。以境外旅遊消費額來衡量，中國

在2005年時排名世界第七，此後陸續超過

了意大利、日本、法國和英國，2012年中

國更超過此前長期佔據前兩位的德國和美

國，成為世界第一。

在日本，觀光廳4月17日公布調查結果

顯示，2012年訪日遊客的總消費額達1.0861

萬億日元，相比受東日本大地震影響的2011

年增長34%，恢復至震前水平，其中大中華圈

的訪日遊客貢獻最大。2012年赴日中國大陸

遊客在購物、飲食、住宿上的消費總額高達

2688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70億元)，佔總量的

四分之一，居國家及地區之首。自2010年該

項調查開展以來，中國大陸遊客連續三年獨佔

鰲頭。中國台灣遊客位列第二，為1648億日

元，韓國遊客位列第三，為1466億日元。

在人均消費額上，中國大陸遊客位居第

二，為18.8 萬日元，緊追澳大利亞遊客的

19.7萬日元。俄羅斯遊客人均消費額排名第

三，為18.5萬日元。

高山市在東京晴空塔下宣傳當地美食美酒。

（上接第3版）

截至20日晚上8點，解放軍和武警部

隊已經投入雅安災區震區第一線救援兵力

超過了 6 千人，其中成都軍區有 2600 多

人，武警部隊有3500多人，成都軍區和武

警部隊還有一萬多兵力隨時可以增援。

余震一日千余次：無須恐慌

據中國地震局消息：截至21日6點，

共記錄到1097次蘆山地震余震。另，21日

4時 53分，在四川雅安蘆山縣、成都市邛

崍市交界(北緯30.3度、東經103.0度)發生

5.0級地震，震源深度16公裡。

對於頻繁發生的余震，中國地震台網

中心地震預報部副主任蔣海昆研究員20日

表示，“作為一個7級地震，發生這麼多次

余震，其實不奇怪。”他說，此次地震余

震或將持續數月。

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長也表示，震區發

生余震是正常現象。地震局派了專家隊伍

前往災區。通過汶川地震和蘆山地震的情

況來看，房屋結構受到了巨大考驗，希望

大家有序防震不要產生恐慌心理。

20日，四川省地震局工程研究院專家

表示，雅安7級地震為獨立地震，不是5．

12汶川地震的余震。他表示，汶川地震位

於龍門山斷裂帶中北段，而此次地震在該

斷裂帶南西段，兩地距離遠，可以判定，

此次地震不是“5． 12汶川地震”余震。

地震局專家說，90年代後龍門山斷裂

帶就處於4級以上空白期。據了解，7.0級

的震級是該區域歷史上最大的地震。

中方暫不需外國救援力量

中國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後，國際社會

表示願提供各種援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秦剛21日表示，中方搜救和醫療力量有保

障，救災物資充足，暫不需要外國救援

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

秦剛介紹，4月20日，中國四川雅安

蘆山發生地震後，國際社會迅速向中國政

府和人民表示慰問和支持，一些國家提出

愿意提供各種形式的援助。中國政府和人

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秦剛表示，中國政

府正全力開展救災工作，目前中方搜救和

醫療力量有保障，救災物資充足，同時考

慮到災區交通和通訊條件不便，暫不需要

外國救援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如有需

要，我們將適時向有關國家提出。中國紅

十字會總會已發布了接受國際資金援助的

聯絡方式。

雅安地震發生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當晚分別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表示慰問，並稱“愿意最大限

度提供必要的援助”。

日本外務省消息稱安倍首相說，“代

表日本政府和國民由衷表示慰問，向遇難

者及其家屬表示哀悼。日本愿意最大限度

提供必要的援助，並祝災區早日重建家

園。”安倍首相也說，“日本已做好準備，

隻要中方願意，日本將提供最大限度的援

助”。中方表達感謝：“但現階段不需要外

國援助”。

此外，日本駐中國大使木寺昌人20日

也向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民政部部長李立

國、中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四川省委書

記王東明及省長魏宏發去慰問信。慰問信

中表示，對四川地震災區表示深切哀悼和

誠摯慰問，並衷心祈願受此地震影響的災

區人民能夠早日恢復安穩生活。

據了解，198名俄羅斯救援人員22日

中午已抵成都雙流國際機場，趕赴寶興縣

災區展開救援。他們是雅安地震後首批趕

赴災區的國外救援隊。

海外華僑華人籌款捐物獻愛心

在獲知四川雅安發生7.0級強烈地震，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消息後，包括日本在

內的海外華僑華人、留學生和中資機构工

作人員在第一時間緊急行動起來，積極伸

出援助之手、獻出一片愛心。

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楊志

唯說，從電視新聞裡得知蘆山發生地震，

海外華僑華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衷心希望

救災工作順利開展，把災區人民的生命財

產損失降到最低。他表示：“華僑華人將

一如既往地向災區人民伸出援手，盡力幫

助抗震救災工作。”西班牙和平統一促進

會會長徐鬆華表示，5 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一次考驗，相信這

次蘆山地震發生後中國的救援和災後重建

工作一定能高效、有序地展開，相信災區

人民一定能夠戰勝困難、早日重建家園。

日本新華僑華人會首任會長周瑋生

說，華僑華人會的幾位負責人正在商量組

織募捐的具體事宜。每次遇到災難，華僑

華人始終心系祖國。他本人從事有關大規

模災害後支援方面的研究，5 月初將去成

都參加紀念汶川地震5 周年學術研討會。

如果需要，他會實地考察雅安蘆山地震災

區，結合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為災區救

援和重建工作貢獻建議和幫助。

日本愛媛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林全南

向四川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四川省海外

交流協會發去了慰問電，“轉達我們的誠

摯慰問和深切的關注！祈望災區人民平

安！”西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會胡士雲會

長在慰問電中表示：西日本新華僑華人聯

合會將密切關注災區的情況，並將根據需

要開展相應的活動。

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會長陳洪源是四川

人。聽聞雅安地震後立即上網追蹤震情，

並打電話問候在成都和雅安的親友。在日

華僑華人也非常關注此事，紛紛打電話向

他詢問詳細情況，並表達了用實際行動支

援災區的願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