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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号上海市地名管理办公室公告
根据 !上海市地名管理条例 "#下列地名经市 $区 $县地名管理部门批准 #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宝名("#$%&第 "-号
沪黄名("#$%&第 #*号
沪嘉名("#$%&第 #%,号
沪嘉名("#$%&第 #%-号
沪嘉名("#$%&第 #%'号
沪嘉名("#$%&第 #)#号

宝山区 罗店镇.美平路北.陆翔路东.罗贤路西

宝山区 罗店镇.罗贤路西.陆翔路东.美平路南.美安路北

宝山区 罗店镇.罗智路东.陆翔路西.美平路北

宝山区 罗店镇.美安路北.美平路南.罗智路东.陆翔路西

宝山区 淞南镇.淞良路东.逸仙路西.南泗塘南

宝山区 大场镇.沪太路东.守仁桥路西.江场西路北

宝山区 罗店镇.罗和路东.罗南路西.美康路南.美丹路北

宝山区 罗店镇.陆翔路西.罗南河东.月罗公路南.年吉路北

宝山区 罗店镇.罗和路东.罗南路西.美丹路南.美健路北

黄浦区 东近打浦路.西近日晖东路.龙华东路北.北近中山南一路

嘉定区 马陆镇.复华路西.新成南路(规划&东.叶城路南.黄泥泾路(规划&北

嘉定区 菊园新区.胜辛路西.沪宜公路北

嘉定区 外冈镇.外青松公路西.恒荣路北

嘉定区 南翔镇.浏翔公路西.丰翔路北

名称 !!!!!!!!!! !!!!!!!!!!!!!!!!!!!!位置 !!!!!!!!!!!!!!!!!批准号
嘉定区 江桥镇.临洮路西.靖远路南.武都路北

金山区 金山新城区.蒙山北路东.龙皓路北

金山区 亭林镇.金展路东.桃贤路南

静安区 泰州路西.余姚路北

闵行区 新虹街道.申滨路东.申长路西.泰虹路北

闵行区 浦江镇.浦顺路东.恒南路西.恒凯路北

闵行区 七宝镇.中春路西.姚浜竖河东.新龙路南.沪松公路北

闵行区 新虹街道.申滨南路东.申长路西.邵虹路南.甬虹路北

浦东新区川沙路西.妙川路南.川周公路北

青浦区 赵巷镇.置发路东.老崧塘河西.业辉路南.淀浦河北

青浦区 漕盈路西.西近西大盈港一路.盈清路北.北近淀山湖大道

青浦区 青浦胜利路西.清河湾路南.毛河泾北

徐汇区 宜山路东.南近凯旋路

普陀区 长征镇.千阳南路东.云岭西路南

沪嘉名("#$%&第 #)$号
沪金名("#$%&第 $$号
沪金名("#$%&第 $%号
沪静名("#$%&第 )号
沪闵名("#$%&第 %#号
沪闵名("#$%&第 %$号
沪闵名("#$%&第 %"号
沪闵名("#$%&第 %%号
沪浦名("#$%&第 *#号
沪青名("#$%&第 #"$号
沪青名("#$%&第 #""号
沪青名("#$%&第 #"%号
沪徐名("#$%&第 $"号
沪名("#$%&第 #)$号

美罗家园美平苑

美罗家园罗贤苑

美罗家园罗智苑

美罗家园美安苑

华滋奔腾大厦

宝山日月光中心

美罗家园佳欣苑

美罗家园佳翔苑

美罗家园佳境苑

凯迪迪美逊公寓
(凯迪公馆更名&

信义嘉庭

鑫品商务广场

上城雅苑

新明六一广场

高潮新苑

上海金山万达广场

古松名苑

静安均泰丽轩泰丽公寓

万科润园商务中心

浦江驿优商务广场

七宝万新国际中心

虹桥龙湖天街商业中心

凯佳公寓

臻水岸苑

北极星广场

清河湾佳苑
(扩大范围&

上海城市国际建材大厦

上河湾名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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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执政周年之际悍然拜鬼
本报东京

/$

月
$*

日专电

!驻东京首席记者刘洪亮 "

!"

日上午
##

点
$%

分左右# 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前往位于东京的
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 这是自
!%%"

年
&

月
#'

日时任日本首
相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之后# 时隔

(

年
)

个月日本现
职首相再次参拜$ 这一天也正
好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
时满一年$

竟称无意伤害中韩人民

据日本政府发布的消息
称#安倍在参拜时以%内阁总理
大臣安倍晋三&的方式签名#并
自费向靖国神社支付了献花的
费用$ 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后
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辩称#选
择今天参拜# 是要向战争中牺
牲者的亡灵汇报其就任一年以
来的工作# 并表达永远不让人
民承受战争之苦的承诺# 参拜
是为了表达自己%永不再战&的
誓言$ 对于参拜行为可能会引
起国际社会指责的问题# 安倍
辩解称#他本人意识到#由于一
些误解# 有些人认为参拜靖国
神社是对战争罪犯的崇拜#%但
是我的参拜是要开创一个时
代# 让人们永远不用遭受战争
的苦难$&安倍还表示#%我无意
伤害中国和韩国人民$ &

据日本媒体报道# 安倍在
前往靖国神社前还通过日本政
府有关部门向美国通报了将要
参拜靖国神社的决定$ 在参拜
结束后# 日本政府还用日英两
种文字发表了安倍的个人谈
话$舆论认为#安倍此举意在寻
求美国方面对其参拜行为的理
解$

作为日本政坛上的保守派
政客# 安倍晋三当年作为小泉
内阁官房长官对参拜行为一直
持赞成意见 $

!%%"

年至
!%%(

年安倍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期

间#出于修复日中关系的考虑#在参
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选择了与前任首
相小泉纯一郎不同的做法# 甚至还
提出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构
想$ 但是#

!%#!

年日本国会举行大
选时#安倍本人却一改过去的做派#

为了迎合主张参拜靖国神社的国内
保守派势力# 多次在选举拉票过程
中宣称对第一次担任首相时未参拜
靖国神社%感到痛恨至极&#甚至还
承诺担任首相后每年至少要去参拜
一次# 其保守右翼的政治色彩暴露
无遗$

政党民间意见明显对立

对于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
战犯的靖国神社问题# 日本国内多
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安倍
!"

日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朝

野上下再次就是否应该参拜打起了
%口水仗&$

首先# 日本朝野政党的意见对
立明显$ 日本民主党'共产党'生活
党及社民党方面纷纷谴责安倍的参
拜行径#认为作为国家领导人#安倍
在参拜问题上%应当慎重&$ 日本共
产党甚至还谴责安倍此举 %无疑是
向全世界宣扬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
立场#绝不容许#是逆世界潮流的暴
行$&另一方面日本维新会'大家党'

连结党等党派则表示理解# 有的认
为参拜是理所当然的# 有的称参拜
是首相个人的决定$

其次# 日本经济界也对安倍的
参拜表示担心# 希望此举不要影响
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安倍本人
也应为进一步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
系做出努力$

第三# 日本民间也对安倍的参
拜评价不一$ 支持参拜的日本遗族
会对安倍的参拜大加赞赏# 甚至还
称应再早些参拜$ 而反对参拜的日
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方面则对
安倍的参拜予以强烈抨击$ %九条
会&事务局长'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
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参拜靖国神
社无论对于日本国民' 还是遭受侵
略的亚洲各国人民都是无法原谅的
暴行$ 靖国神社内合祭着指挥过战
争的甲级战犯#连同此前的%侵略定
义未定论&#安倍作为首相不承认过
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是在否定历
史$ 日本与中韩两国的首脑会谈尚
未实现# 安倍却给自己制造了更大
的困难$ 为了安倍首相的意识形态
牺牲掉整个国家的形象是对国民的
背信弃义$

!

本报华盛顿专电

!

本报东京专电

中韩强烈谴责安倍参拜行径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

日发表谈话
说#

#!

月
!"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
顾中方坚决反对# 悍然参拜供奉有
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中国政
府对日本领导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
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 公然
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径表
示强烈愤慨# 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
和严厉谴责$

秦刚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安倍真的对邻国怀有敬意#真
心想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 他就
不应该去靖国神社# 而应去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

日下
午紧急约见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

!常务副外长"斋木昭隆#就安倍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交涉
和强烈抗议$

韩国政府
!"

日对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愤怒$

韩国政府发言人' 政府文化
体育观光部长官刘震龙

!"

日代表
政府发表声明说# 安倍不顾周边
国家及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警告悍
然参拜靖国神社# 韩国政府对此
表示愤怒#并予以谴责$

声明说# 靖国神社是供奉那
些无法被原谅的战犯的反历史设
施# 安倍的参拜行径暴露出其错
误的历史认识# 这是从根本上破
坏韩日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稳定
和合作的倒行逆施$

美国对安倍拜鬼表示!失望"

本报华盛顿
/$

月
$*

日专电 !首
席记者夏晓阳" 安倍在年底的拜鬼
让美国政府有些%意外&和%措手不
及&$以往美白宫和国务院对此类重
大事件总会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哪怕是节假日期间# 这次仅仅通过
美国驻日使馆在今天上午发表了一
个

#%%

多字的声明$声明称#美国对
日本领导人的此次行为表示失望#

此举将使日本与其邻国的关系恶
化$ 美国希望日本及其邻国能就敏
感的历史问题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
案#改善双边关系#并以合作姿态实
现推进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

美国媒体虽均及时报道了这一
消息#但大多作了%淡化&处理$ (纽
约时报)刊发的社论称#安倍一直以
来追求的都是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这让国际社会很不安$ 安倍政府对
中国频频发出过激言论# 摆出极具
侵略性的姿态# 这无论是对日本还
是对美国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奥

巴马政府必须找到合适的应对日
本的方法#既要维护日本的利益#

同时也要警惕不要鼓励日本犯下
愚蠢的错误# 使中日关系更加紧
张$ 日本历届政府常常无法传递
正确'一致的信息#这一点必须有
所改变$

据悉#过去几个月中#包括美
国副总统拜登' 国务卿克里等多
名美现任和前任政府高官访日
时# 均私下或公开要求安倍放弃
参拜$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

月在东京举行的讨论会上说#

虽然美国没有义务就日本参拜靖
国神社一事提供意见#但是%我个
人的意见是#应该谨慎对待#如果
参拜# 日本与中韩等国的关系将
会处于危险境地&$坎贝尔指出#在
当前形势下#参拜之举不符合!日
本"最佳的战略利益$ 如果安倍断
然参拜靖国神社#那么%日本在亚
洲成功构筑的软实力就将倒退&$

安倍终于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
束必铨

安倍在执政一周年的日子

选择参拜靖国神社! 终止了媒

体对于日本现任首相会否参拜

的猜测"同时!参拜行为也撕下

了安倍长期用以掩盖右翼保守

思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自
!""#

年小泉纯一郎参

拜之后! 日本在位首相没有一

个人去过靖国神社" 人们不禁

要问! 安倍为何要不顾国内外

反对公然参拜# 为何要选择这

个时机参拜#

参拜靖国神社! 跟安倍本

人的右翼认识息息相关" 近年

来! 频频出现内阁成员和国会

议员大规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的现象"作为右翼势力的代表!

安倍早已难耐参拜之心! 只待

合适时机罢了" 为迎合国内保

守势力需求!安倍早在今年春$

秋季例行大祭期间!均以%内阁

总理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被称为%真

榊&的供品"

$

月
%&

日!则以自民党总

裁名义自费献上了 %玉串料&

'

祭祀

费
(

"

其次! 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

的大背景下! 表面上较高的支持率

使安倍萌生铤而走险之心" 根据日

本共同社的民调! 安倍内阁诞生之

初支持率高达
#!)

"今年
*

月
!+

日

参议院选举之后内阁支持率为

&#,!)

"

%!

月
-

日强行通过'特定秘

密保护法 (! 致使支持率下降至

.*,#)

!但在通过安保三法案之后的

%!

月
!+

日! 其内阁支持率回升至

&.,!)

"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倍可以

利用所谓的高支持率为其参拜靖国

神社埋单"

此外!日本的新年将至!民众对

首相参拜的关注度也将出现某种程

度的降低" 这也能够降低其参拜带

来的国内压力和风险! 还可以满足

国内保守$右翼等势力的期待!以巩

固其执政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安倍的外交顾

虑在下降"在安倍看来!参拜靖国神

社是理所应当的"多年来!执政的日

本首相选择不参拜靖国神社! 确有

顾及中国$ 韩国等周边国家以及同

盟国美国的反应" 然而! 去年钓鱼

岛$独岛事件以来!日中$日韩关系

持续紧张! 至今三国首脑未实现会

晤!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不去参拜

也无法改善外交关系&的声音!而安

倍本身参拜的意愿又非常强烈" 同

时! 邻国关系恶化也影响了日本民

众对中韩的感情! 为安倍参拜靖国

神社提供了有利条件"

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的安倍参

拜行为!又将掀起何种外交波澜#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彻底暴露其

真面目! 即坚持美化军国主义对外

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错误史观" 但安

倍认为! 参拜不会影响东亚地区的

局势! 也不会引发盟国美国的批评

和反对" 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将使

得日本在地区内更加孤立! 其声称

的%和平国家&形象也将受到国际社

会的质疑"

日本坚持错误史观将加深日

中$日韩关系的裂痕!使得双边关系

改善的难度逐步加大" 在日本加强

防卫扩张动作频频引发地区担忧的

情况下! 参拜靖国神社刺激邻国

的不负责表现! 将可能让东亚地

区紧张事态升级"对日本来说!这

不是明智做法"

事实上!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已

多次敲打日本"

%"

月
+

日!美国务卿

克里与美防长哈格尔选择东京%千

鸟渊战没者墓苑&而不是靖国神社

去献花和致哀!已在暗示美国不支

持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不希望

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日韩关系和

地区安全的消极因素"

对此!中$韩$美作为历史上

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应该再

次携手在历史问题上形成统一立

场! 这既是对反法西斯成果和战

后国际秩序的捍卫! 也是防止日

本在右倾化的道路上滑向危险边

缘的有益做法"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

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埃及穆兄会处境!"年来最严峻
官方正式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专家分析认为"""

埃及穆兄会是否蒙受 %不白之
冤&* 其成立

&'

年以来首次被定性
为恐怖组织#可能重挫其政治前途#

这将对埃及局势产生何种影响* 本
报记者为此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

刘中民认为# 现在还不能断言
造成

#%

余人死亡'

#%%

多人受伤的
曼苏拉袭击事件是否为埃及穆兄会
所为$ 埃及的伊斯兰力量有多元化
的特点#除了温和派#在西奈半岛有
与部落势力结合的极端伊斯兰势
力#还有与%基地&勾结的极端势力
等$ 埃及穆兄会内部派别同样多元
化# 一直有派系之争# 从历史上来
看# 在遭到政府打压之后会愈加分

化#一些极端力量脱离出来加入%基
地&#事实上%基地&的一些核心人物
正是从穆兄会走出来的极端分子$

%所以#埃及政府这次将穆兄会
定性为恐怖组织#可能是确实掌握了
其制造袭击的确凿证据#抓住机会对
与之纠缠已久的穆兄会进一步打压#

但也可能把一些极端组织的所为扣
到穆兄会头上$ &刘中民分析说$

刘中民表示# 埃及局势的这一
最新进展体现出以埃及军方为代表
的世俗势力和以埃及穆兄会为代表
的宗教势力对抗加剧# 几个月以来
的缠斗让军方和过渡政府 %别无选
择#只能继续打压穆兄会$ &

事实表明# 埃及穆兄会也想极
力撇清与极端组织的关系# 曼苏拉
事件发生后#穆兄会否认制造袭击#

同时谴责这起袭击# 只是至少在埃
及政府看来已然是 %跳进尼罗河也
洗不清&$ 刘中民认为#这恰恰反映
出穆兄会处境多么艰难 #%

&'

年以
来最为严峻$ &

刘中民说# 极端派别给埃及穆兄
会%抹黑&#穆兄会却不能控制他们的
行动# 穆兄会温和力量想通过正常途
径参政#但是%短期内翻盘的可能性很
小#未来一定时期的前景也不看好$ &

%穆兄会走的是一条循环往复
的道路#历史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却
犯下了错误#&刘中民说#%但是埃及
仍然面临社会转型中世俗和宗教力
量的矛盾冲突# 穆兄会绝对不会消
失$ & 本报记者 陈慧稚

泰示威活动升级为暴力冲突
据称一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后死亡

泰国反政府示威者
!"

日在首都
曼谷组织集会# 试图阻止选举委员
会为明年

!

月
!

日国会选举组织的政
党注册和代码抽签活动$ 警方随后
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警方动用催泪
瓦斯和橡皮子弹驱散人群# 而示威
者则用石块砸向警察$

这是近两周来首次发生导致人
员受伤的示威暴力活动$媒体报道#

一名警察当天在冲突中受伤后死
亡$

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当天在曼谷
市中心的泰日体育场举行政党注册
和代码抽签活动# 以确定各政党在
国会选举投票中的候选代号$

而在体育场外# 数百名示威者
集结$而后#手持弹弓和石块的示威
者试图突破警方防线冲入体育场#

冲突由此发生$

警官阿努察+隆亚南说# 至少
$

名警察受伤$

反对派方面没有公布有多少人
受伤#但路透社报道#多人被送入医
院$泰国爱侣湾紧急救助中心称#至
少
!$

名示威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泰国媒体和一些外国媒体报
道# 一名警察当天在冲突中中枪受
伤#被送到医院后死亡$

过去
&

年间#泰国政局不间断动
荡#示威游行活动频繁#军警和示威
者多次发生暴力事件$ 但总理英拉
领导的这一届政府在面对反政府示
威时谨慎使用武力# 因为类似冲突
极为敏感# 历史证明已有多届政府
因%动粗&而下台$

政府方面
!"

日为警方行动作辩

护$外交部长素拉蓬说#由于反对
派打算破坏选举进程# 警方被迫
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 素拉
蓬坚持# 警方行动符合国际法规
定$

英拉领导的看守政府
!'

日刚
刚宣布延长在曼谷及周边地区实
施紧急状态法的法令$ 在紧急状
态下# 警察可采取限制或禁止集
会'阻拦交通'实施宵禁'实施搜
查等特别行动$

虽然局部冲突没有影响选举
委员会既定工作日程#但完事后

)

名选举委员搭乘直升机离开体育
场$ 按当地媒体说法#总计

!(

个政
党当天参加了注册参选活动#最
大反对党民主党先前宣布抵制这
次选举$凌朔"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埃及局势似乎瞬间加剧绷

紧 ! 埃及政府
!"

日正式将埃及

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 继续指责

这一组织制造了此前一天发生在

北部城市曼苏拉市的警局袭击事

件" 但是在声明中并没有提及任

何嫌疑人的名字" 也没有公开掌

握的证据!

然而" 就在同一天" 一个受

#基地 $ 影响 % 以埃及西奈半岛

为基地的极端组织发布声明" 宣

称对
!#

日的袭击负责!

贫民窟#世界杯客房$火爆

巴西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巴西媒体
!'

日报道#由于巴西各酒店在
!%#)

年世界杯期间预计客房紧张# 一些
贫民窟看准商机# 打算向游客提供
住宿$

美国人埃利奥特+罗森博格创
建的%贫民窟经历&网站近日推出里
约热内卢

!%

个可提供游客住宿的
贫民窟#并特别指出#这些贫民窟安
全状况较好$

在里约热内卢最大的贫民窟罗
西尼亚# 一个有电视和无线网络的
双人间平时每晚价格为

&%

雷亚尔
!约合

$)

美元"# 世界杯期间涨至
(**

雷亚尔!约合
$$*

美元"$ 靠近
海边的维迪加尔山贫民窟内# 客栈
眼下已经一房难求$

排除阿拉法特毒杀说法

俄法医称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俄罗斯法
医

!"

日说#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阿
拉法特系自然死亡# 排除他遭放射
性物质毒杀的说法$

俄罗斯新闻社援引联邦生物医
学署主管弗拉基米尔+乌巴的话报
道,%我们已经结束所有研究--他
!阿拉法特"死于自然原因#而非放
射性物质$ &

瑞士' 法国和俄罗斯专家去年
##

月从阿拉法特墓地提取其尸骨
样本各自回国化验$ 瑞士上个月发
表报告称# 样本检测符合钋中毒的
推测#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国专
家本月初排除阿拉法特遭毒杀的可
能性$

今年赴韩已签证
!"

万人次

韩驻沪总领馆称

本报讯 !记者吴宇桢 " 据韩
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消息# 截至

#!

月
!"

日 # 上海总领馆今年赴韩签证
签发量剧增 # 已经达到了

'%

万人
次$

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韩国驻上海总领馆宣布# 相比去年
的
$"+(

万人次# 今年的签发量增长
了
$"+#,

$ 据介绍# 从签证种类来
看 # 旅游签证签发量为

)(+$

万多
件# 占总签发量的

*',

$ 总领馆工
作人员认为# 上海无疑已是韩国吸
引中国游客的前哨基地$ 此外# 上
海领馆出签速度快# 上海签发的游
客 %非法滞留率低 & 也是重要原
因$

!#

日!在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走在靖国神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