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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7月 30
日电 据台北荣民总医院
消息，台湾当局前领导人
李登辉 30 日在台北病
亡，终年97岁。

7月29日，吉林省委决
定，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
头，省纪委监委、省委宣传
部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对贺电所作《平安经》有
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这本奇书让群众强烈
关注和不满，还有几个匪夷
所思的问题需要给出答案。

7 月 30 日，群众出版
社就出版《平安经》给出了
回应：“我社出版《平安经》
一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暴露了我社政治意识不
强、管理责任缺失、审核把
关不严、出版流程不规范
等严重问题。我社将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工作，
严肃查处违规行为，依法
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责
任，认真总结剖析、深刻吸
取教训，切实加强图书出
版管理，坚持正确出版导
向，努力为广大读者推出
更多优秀图书。感谢社会
各界和广大读者对我社工
作的监督。”

对于群众出版社的回

应，不少网友仍然有疑问：
“出版该书，是否履行了相
应的图书出版手续、经过
了严格的出版审批流程？”

群众出版社官网上写
着，群众出版社是直属于
公安部的国家级出版社，
是新中国公安文化事业的
摇篮。建社以来，已累计
出版图书 6000 余种、1.3
亿余册，许多图书获得国

家或省部级奖项。
目前，在群众出版社

的官网上，已搜不到关于
《平安经》一书的图书信
息。按照正规出版社的
流程规则，出版一本书需
要经过复杂的流程。出
版业内人士表示，从来稿
审核与登记到付印，一共
有11个步骤，要经过策划
编辑、责任编辑、初审、复

审 、终 审 等 环 节 。 那 么
《平安经》是如何通过层
层 把 关 得 以 出 版 的 呢 ？
目前还无从得知。

此外，对于《平安经》，
网友还有“究竟是公费出
版还是自费出版？”的疑
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
来说，图书自费出版门槛
较低。“自费出版费用主要
有两块，一是申请书号的
费用，目前正规出版社的
价格是 2.5 万元到 3 万元
之间；另一部分是印书的
钱，印多少拿多少钱。比
如一本书定价45元，刊印
2000 册，总价 9 万元，一
般作者要以6折价钱买回
去，也就是 5.4 万元。不
过，每个出版社折扣不同，
但整体情况是这样。”

7 月 30 日，据吉林省
公安厅官方微信“吉林警
事”消息，7 月 29 日，吉林
省委决定成立联合调查
组，对贺电所作《平安经》
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后，吉林省公安厅党委立

即召开民主生活会，传达
省委决定和公安部要求，
查找问题不足，统一思想
认识，进一步加强队伍管
理。

厅党委成员一致表
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全
力配合调查组工作，尽快
查清事实。会上，贺电同
志作了深刻检查。厅党委
各同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表示要以此次事件为
警醒，深刻汲取教训，认真
反思问题，进一步加强队
伍管理，坚决杜绝发生类
似问题。
综合群众出版社官方微
博、“吉林警事”、中新网等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
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任国强 30 日在国防部例
行记者会上说，美军派员
赴台开展演训交流，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
误信号，是蓄意的挑衅行
为。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
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
族复兴。挟洋自重没有出
路，“以台制华”注定徒劳。

有记者问，美台近期
不断加强军事联系，美国
务院新批准一项 6.2 亿美

元对台军售案，台防务部
门称此举有助于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同时，美特战
部队的宣传片出现了美台
协训的画面，台媒称这是
向大陆传达清晰战略信
号。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任国强说，关于美方
宣布新一轮售台武器计
划，我们已表明严正立场，
并对此次军售案的主要承
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实施制裁。

任国强表示，美军派员
赴台开展演训交流，严重违

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严重
违反美方向中方作出的政治
承诺，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带来严重负
面影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是蓄意的挑
衅行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我们要求美
方立即改正错误，停止同台
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
往来和军事联系，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并承诺不再发
生类似事件。

贺电。（资料图）

■美方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公然违背美方

对南海主权问题不持立场的承诺，肆意无端指责中国、挑拨地

区国家关系，派遣“双航母”赴南海演习，这充分暴露美方的“霸

权心态”、双重标准。

■美方在南海“兴风作浪”只会让中方更加坚定地“乘风破

浪”，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更加坚定地维护南

海的和平稳定。

国防部：
美方南海“兴风作浪”
中方坚定“乘风破浪”

群众出版社回应出版《平安经》：

造成不良影响，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
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
国强30日在国防部例行记
者会上说，美方在南海“兴
风作浪”只会让中方更加
坚定地“乘风破浪”，更加坚
定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
全，更加坚定地维护南海
的和平稳定。

有记者问，本月以来，
美国务院发表涉南海立场
文件声明，称中国在南海
谋求“海洋帝国”，美国防部
指责中国在西沙的演习导
致南海局势不稳定。与此
同时，美军在多个推特账
号高调宣布本月两次派遣

“双航母”赴南海演习。有
报道称，这是美军时隔多
年再次作出此类安排，将
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任国强说，我们坚决
反对美方这个声明。美方
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
纬和客观事实，公然违背
美方对南海主权问题不

持立场的承诺，肆意无端
指责中国、挑拨地区国家
关系，派遣“双航母”赴南
海演习，这充分暴露美方
的“ 霸 权 心 态 ”、双 重 标
准。美方以南海问题的
所谓“仲裁者”自居，其实
就是南海和平的搅局者、
地区合作的破坏者、国家
关系的挑拨者。

任国强表示，中国对
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
一点有着充分历史和法理
依据。当前，在中国和东
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
海局势总体稳定，相关磋
商取得积极进展。我们要
求美方停止发表错误言
论，停止在南海采取军事
挑衅行动，停止对地区国
家进行挑拨离间。美方在
南海“兴风作浪”只会让中
方 更 加 坚 定 地“ 乘 风 破
浪”，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
的主权和安全，更加坚定
地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台湾当局前领导人
李登辉病亡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任国强 30 日在国防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海军航
空兵组织新型战机在南海
开展高强度训练。

任国强说，近期，南部
战 区 海 军 航 空 兵 组 织
轰-6G、轰-6J 等新型战
机在南海有关海域开展昼
夜间高强度训练，完成了
昼夜间起降、远程奔袭、对

海面目标攻击等训练课
目，达到了预期效果。此
次训练是年度计划内的例
行性安排，有助于提高飞
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部队
全天候作战能力。

国防部：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最新动态

海军航空兵组织新型战机在南海开展高强度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