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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回应“解放军将裁军80万”报道

许多言论均属猜测 外界勿过度解读
8月28日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就媒体关注的美军飞机抵
据新华社8月28日电
近侦察、学生军训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美军机侦察”事件

美军机距离中国海南岛仅220公里
家相比,我们更加珍视人员安全和装备的安全。”
杨宇军重申, 美军对华高频度抵近侦察是引发海空
意外事件的根源, 中方敦促美方减少直至停止对华抵近
侦察活动。近年来,美军舰机对华抵近侦察范围大、频度
高、距离近,中国军队在有关海空域举行演习、训练或试
验时,美方常常不请自来,有时甚至闯入中方事先公布的
演习或者训练区域。美方这种行为极易引发误解误判,可
能造成海空意外事件,也不利于中美两军之间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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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就“中国战机起飞拦截美军侦察机”事件提
问,杨宇军指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为这一事件的
实质是美军飞机对中方频繁抵近侦察,应该叫做“美军
机抵近侦察”事件。
“事件发生在距离中国海南岛220公里处, 不是距
离美国夏威夷220公里,更不是距离佛罗里达220公里,
因此事情的是非曲直是显而易见的。”杨宇军说,中方
飞行员的操作是专业的、 顾及到了安全因素的。“同那
些让本国军队飞行员每天在别人家门口飞来飞去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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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舰机对华抵近侦察从未通报
针对 “美方的抵近侦察一向公开透明并提前通知
中方”的说法,杨宇军表示,美军舰机对华抵近侦察活
动从来没有向中方通报过,而如果一种行为是错误的,
无论其是否透明、是否向其他国家通报,都不能够改变
这种行为的错误性质。
杨宇军强调,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为
落实中美两国元首2013年达成的共识,中方派团于8月
25日至29日赴美参加中美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

准则磋商工作小组会议。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
磋商取得进展。
针对 “中国是否会考虑在南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的
提问,杨宇军表示,中国有权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划设
防空识别区,但是否以及何时划设,取决于是否面临空中
安全威胁和空中安全威胁程度。“需要说明的是, 中方对
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南海地区总体形势的稳定是持
有信心的。”

“中学军训冲突”事件

将加强军训教官的培训和管理
有记者问,如何评价学生进行军训的意义?杨宇军
回应说, 在校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是很多国家的普遍做
法,我国普通高校、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在校期间
接受军事训练,是根据《兵役法》和《国防教育法》中
有关规定作出的安排,对于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增
强受训人员国防意识、 提高受训人员个人身体素质都
有重要意义。

杨宇军向近期与军训有关意外事件涉及的学生及其
家庭表示慰问。
他说,长期以来,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学生
军训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近期意外事件发生后,
军队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相应措施, 要求各级进一步落
实有关法律规定,加强军训教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学生
军训工作的管理水平。

“解放军将裁军80万”报道

军队正在研究论证有关重大问题
关于 “中方在中印实控线中方一侧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问题,杨宇军表示,中方开展基建设施工程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希
望印方不要过度解读。
“当前涉及国防和军队改革方案的许多言论均属
猜测,希望外界不要作过度解读。”针对某些媒体“解
放军将裁军80万”的报道,杨宇军表示,国防和军队改

革是系统工程, 目前军队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论证有关重
大问题。
有记者问, 近日有香港媒体报道说解 放 军 第 二 次
超高声速飞行器试验失败, 请 介绍一下有关这次试验
的情况。
杨宇军表示, 我们在境内按照计划进行的科研试验
是正常的,这些试验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10岁熊孩子嫌吵割工人安全绳
致其悬空8楼40分钟
因为嫌楼外施工的电钻声太吵，正在8楼屋内看动
画片的10岁男孩， 一气之下用小刀子将施工者下方的
安全绳割断，致使其悬在半空动弹不得，贵阳观山湖消
防大队紧急出动后才将人安全救下。
8月25日下午3点40分， 观山湖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称， 一工人被困在世纪城龙凯苑18栋8楼的外墙窗户
处，接警后，消防官兵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报警人张先生说，他们是根据公司安排，对世纪城
路边楼房安装室外景观灯，当时工友小刘处于8楼的位
置。 在安装过程中， 小刘突然对他喊安全绳被人割断
了，自己上下不能动。张先生现场查看后，先叫小刘抓
紧绳子不要乱动，随后报警求助。
消防和民警查看现场后， 由于9楼、10楼都无人在
家，最终敲开了11楼的住户门，合力从阳台处将小刘救
援上去。几分钟后，小刘才缓过神来，他说自己已经坚
持了40多分钟，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当时我正在用钻机打孔，突然感觉下面绳子在晃
动， 低头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用刀割我的安全绳。”小
刘说，他马上出声喝止，但小孩还是不听，已经把绳子
割断了，于是他马上向工友求救。
随后，记者和民警一同来到8楼的小孩家里，经过
询问，一开始孩子否认自己割断绳子，在民警的耐心劝
说下，孩子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我当时在看《喜羊羊》，外面钻机打墙的声音太
吵，我就用刀子把绳子割断了。”小孩说。据了解，孩子
10岁，今年上五年级，父母在外面做生意，就孩子一个
人在家。民警给孩子父亲唐先生打电话，让他回来解决
此事，唐先生对小刘做了诚恳的道歉，并赔偿了一根新
的安全绳。
据《贵州都市报》

奥克斯空调：两个平台撞出好体验
日前，随着四大导师阵容的正式
揭晓，标志着这个夏天中国影响力超
大的电视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第
三季，正式拉开大幕。与此同时，作为
中国空调产业率先牵手 《中国好声
音》的领军品牌奥克斯，也正式联手
“好声音”打响了今年夏季空调市场
大规模、重磅的“好空调”争夺战。
奥克斯家电集团总裁钱旭峰指
出，“好空调奥克斯与中国好声音，
不只是家电圈与娱乐圈的跨界营销
整合，而是一次面向用户需求和体验
下的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精准对接，最
终为市场和用户提供舒适、享受的感
观和视觉体验，将会开创空调产业创
新的先河。 ”
奥克斯的好声音玩法
凡是关注奥克斯空调的官方微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余姚市老包新兴农机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包永夫 邮编 315400
联系电话：13705840792
地址：余姚市丰山路 653 号
余姚市老包新兴农机有限公司清算组

余姚市瑞盛塑化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麦盛峰 邮编 315400
联系电话：82291235
地址：余姚市塑料城路东 1-22 号
余姚市瑞盛塑化有限公司清算组

信，均可以参与“奥克斯大乐透”活
动，从最初的导师盲选，竞猜四位导
师今年会转多少次椅子、选择多少学
员，到导师决择竞猜谁会进入最后的
小组赛，再到导致对决，谁可以在小
组淘汰赛中最先胜出，最后进入年度
盛典，决出最后的《中国好声音》冠
军，在长达 3 个月的四个阶段，奥克
斯每个阶段都将会拿出 iPhone6 手
机、爆款的空调新品，以及亿万张奥
克斯购机优惠券等礼品回报用户。
在奥克斯家电集团副总裁郁德
发看来，“7 月是传统意义上的空调
销售旺季，也是《中国好声音》第三
季的引爆启动月，奥克斯不只是停留
于与《中国好声音》简单的广告贴片
投放合作上，而是提供’边看边听边
玩边享受’的全新体验。 ”

这不只是家电营销的变革
奥克斯与中国好声音的合作，不
只是存在“黄金时段”广告位的品牌
形象展示等基础合作， 还包括借助
《中国好声音》唱响《中国好空调》
的交互式营销变革。其核心还在于打
破了传统营销赞助的单边模式，借助
了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构筑了企
业、节目与用户的“三方互动”，并通
过“玩转奥克斯大乐透”活动实现落
地， 从而将一次简单的广告赞助行
为，变成一场面向全国用户的长时间
体验与交互。
资深家电营销专家指出，“透过
奥克斯空调与中国好声音的这一次
战略结盟，可以看作是整个家电产业
在互联网时代彻底的一次营销创新，
不仅跳出了跨界营销和广告营销的

视野，实现了全产业链将节目深度植
入企业的市场营销和用户体验的各
个环节；同时，又改变传统的单边资
源投放为双边的资源强强整合，从而
将用户交互融入创新体系之中。 ”
为用户推动两个平台的碰撞
当前， 人们看到只是今年夏季，
各种智能终端屏幕上热闹的大牌娱
乐节目《中国好声音》与空调业年轻
时尚的大牌企业奥克斯空调，围绕品
牌实施的一轮跨界营销。
正如钱旭峰所说的， 奥克斯正
是看中了《中国好声音》的平台价
值。 奥克斯无疑是当前中国空调业
当前极具创新能力和价值的智慧空
气平台，而《中国好声音》则是当前
中国各大荧屏极具影响力和收视率
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