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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77 年前，南京城破，30 万同胞惨遭杀戮，血腥屠杀震惊世界。
77 年后，我国迎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举国上下，深切悼念死于日寇屠刀下的遇难同

胞，在回望沉痛历史中汲取血的教训，为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凝心聚力。 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亿万华
夏儿女心中涌动着一个共同的声音———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各国情况

【德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月 27日是德国法定的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945年 1
月 27日， 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
营。 为铭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1996年 1月 3日，
德国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发表公告， 宣布设立纳粹受害
者纪念日，并将这一法定纪念日定在每年的 1月 27日。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

5月 9日是俄罗斯法定的“卫国战争胜利日”。 1945年
5 月 8 日 24 时， 法西斯德国在柏林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
书。 投降书开始生效之际，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当时已是
5 月 9 日凌晨，苏联因此将 5 月 9 日定为战胜德国法西斯
纪念日，又称“卫国战争胜利日”。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

每年犹太历尼桑月 27 日（4 月末或 5 月初）是以色列
国家大屠杀纪念日。二战期间，共有约 600万犹太人遭到了
纳粹分子的屠杀。战后，幸存的犹太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纪
念在二战中死难的同胞。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以色列
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国家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为缅怀在日本偷袭中丧生的美军官兵，并警示国民勿
忘国耻，2011 年，珍珠港事件 70 周年当天，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署命令，将 12月 7日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
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12 月 13 日 是 中 国 设 立
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 这是中国首次设立的
国家公祭日 。 当天上午 ，党和
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
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
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 。 二
战后 ， 一些主要参战国先后
设立战争胜利日和死难者国
家纪念日 ， 在纪念死难者的
同时 ， 提醒全世界民众牢记
历史 、勿忘教训 。

意义
� �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是缅怀过
去， 更是扶慰民心、 顺应民意的措
施，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是中
国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 在向全世
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
态度， 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热爱和

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 就如欧
洲一年一度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
难者一样，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其世界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历史

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 而避免出
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共同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
和平及正义良知， 促进共同发展和
时代进步。

立法历程
2014年 2 月 25 日下午，中国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
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决定草
案向会议作了说明。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
1937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在中
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四
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三十多

万人惨遭杀戮，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南京大屠杀惨案。 这一公然违反国
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
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设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
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
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说明强调， 制定本决定是为了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
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战争罪行， 牢记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
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
捍卫人类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
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 12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各方声音
今年 7 月 7 日，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 77 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人民对战争
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
“将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定为国

家公祭日一直是国际惯例。 ”最早在
全国两会上提议设立公祭日的十一
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表示， 生命权
是最基本的人权， 以国之名悼念平

民死难者， 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生
命的无上尊重。

“南京大屠杀是落后就要挨打
的血泪教训。 ”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说，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 意义在于让国人的历史记忆长
久保持唤醒状态， 避免出现哪怕是
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公祭将是对妄图否定历史的日

本右翼又一次有力回击。 ”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表示， 举行
国家公祭， 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和民
族的意志， 体现的是捍卫历史的坚
定决心，同时更在向世界宣示，历经
侵略战争灾难的中华民族， 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
曾身中日寇 37 刀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 在人生晚年道出的警
世之言， 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
声。

各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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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
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战争罪行， 牢记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
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
捍卫人类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
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 12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各方声音
今年 7 月 7 日，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 77 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人民对战争
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
“将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定为国

家公祭日一直是国际惯例。 ”最早在
全国两会上提议设立公祭日的十一
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表示， 生命权
是最基本的人权， 以国之名悼念平

民死难者， 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生
命的无上尊重。

“南京大屠杀是落后就要挨打
的血泪教训。 ”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说，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 意义在于让国人的历史记忆长
久保持唤醒状态， 避免出现哪怕是
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公祭将是对妄图否定历史的日

本右翼又一次有力回击。 ”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表示， 举行
国家公祭， 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和民
族的意志， 体现的是捍卫历史的坚
定决心，同时更在向世界宣示，历经
侵略战争灾难的中华民族， 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
曾身中日寇 37 刀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 在人生晚年道出的警
世之言， 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
声。

各国情况

【德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月 27日是德国法定的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945年 1
月 27日， 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
营。 为铭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1996年 1月 3日，
德国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发表公告， 宣布设立纳粹受害
者纪念日，并将这一法定纪念日定在每年的 1月 27日。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

5月 9日是俄罗斯法定的“卫国战争胜利日”。 1945年
5 月 8 日 24 时， 法西斯德国在柏林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
书。 投降书开始生效之际，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当时已是
5 月 9 日凌晨，苏联因此将 5 月 9 日定为战胜德国法西斯
纪念日，又称“卫国战争胜利日”。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

每年犹太历尼桑月 27 日（4 月末或 5 月初）是以色列
国家大屠杀纪念日。二战期间，共有约 600万犹太人遭到了
纳粹分子的屠杀。战后，幸存的犹太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纪
念在二战中死难的同胞。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以色列
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国家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为缅怀在日本偷袭中丧生的美军官兵，并警示国民勿
忘国耻，2011 年，珍珠港事件 70 周年当天，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署命令，将 12月 7日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
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12 月 13 日 是 中 国 设 立
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 这是中国首次设立的
国家公祭日 。 当天上午 ，党和
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
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
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 。 二
战后 ， 一些主要参战国先后
设立战争胜利日和死难者国
家纪念日 ， 在纪念死难者的
同时 ， 提醒全世界民众牢记
历史 、勿忘教训 。

意义
� �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是缅怀过
去， 更是扶慰民心、 顺应民意的措
施，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是中
国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 在向全世
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
态度， 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热爱和

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 就如欧
洲一年一度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
难者一样，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其世界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历史

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 而避免出
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共同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
和平及正义良知， 促进共同发展和
时代进步。

立法历程
2014年 2 月 25 日下午，中国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
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决定草
案向会议作了说明。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
1937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在中
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四
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三十多

万人惨遭杀戮，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南京大屠杀惨案。 这一公然违反国
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
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设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
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
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说明强调， 制定本决定是为了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
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战争罪行， 牢记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
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
捍卫人类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
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 12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各方声音
今年 7 月 7 日，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 77 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人民对战争
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
“将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定为国

家公祭日一直是国际惯例。 ”最早在
全国两会上提议设立公祭日的十一
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表示， 生命权
是最基本的人权， 以国之名悼念平

民死难者， 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生
命的无上尊重。

“南京大屠杀是落后就要挨打
的血泪教训。 ”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说，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 意义在于让国人的历史记忆长
久保持唤醒状态， 避免出现哪怕是
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公祭将是对妄图否定历史的日

本右翼又一次有力回击。 ”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表示， 举行
国家公祭， 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和民
族的意志， 体现的是捍卫历史的坚
定决心，同时更在向世界宣示，历经
侵略战争灾难的中华民族， 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
曾身中日寇 37 刀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 在人生晚年道出的警
世之言， 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
声。

各国情况

【德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月 27日是德国法定的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1945年 1
月 27日， 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
营。 为铭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痛教训，1996年 1月 3日，
德国时任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发表公告， 宣布设立纳粹受害
者纪念日，并将这一法定纪念日定在每年的 1月 27日。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

5月 9日是俄罗斯法定的“卫国战争胜利日”。 1945年
5 月 8 日 24 时， 法西斯德国在柏林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
书。 投降书开始生效之际，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当时已是
5 月 9 日凌晨，苏联因此将 5 月 9 日定为战胜德国法西斯
纪念日，又称“卫国战争胜利日”。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

每年犹太历尼桑月 27 日（4 月末或 5 月初）是以色列
国家大屠杀纪念日。二战期间，共有约 600万犹太人遭到了
纳粹分子的屠杀。战后，幸存的犹太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纪
念在二战中死难的同胞。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以色列
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国家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为缅怀在日本偷袭中丧生的美军官兵，并警示国民勿
忘国耻，2011 年，珍珠港事件 70 周年当天，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署命令，将 12月 7日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
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12 月 13 日 是 中 国 设 立
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 这是中国首次设立的
国家公祭日 。 当天上午 ，党和
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
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
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 。 二
战后 ， 一些主要参战国先后
设立战争胜利日和死难者国
家纪念日 ， 在纪念死难者的
同时 ， 提醒全世界民众牢记
历史 、勿忘教训 。

意义
� �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是缅怀过
去， 更是扶慰民心、 顺应民意的措
施，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是中
国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 在向全世
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
态度， 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热爱和

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 就如欧
洲一年一度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
难者一样，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

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其世界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历史

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 而避免出
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共同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
和平及正义良知， 促进共同发展和
时代进步。

立法历程
2014年 2 月 25 日下午，中国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
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决定草
案向会议作了说明。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
1937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在中
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四
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三十多

万人惨遭杀戮，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南京大屠杀惨案。 这一公然违反国
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
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设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
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
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说明强调， 制定本决定是为了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
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战争罪行， 牢记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
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
捍卫人类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
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 12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各方声音
今年 7 月 7 日，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 77 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人民对战争
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
“将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定为国

家公祭日一直是国际惯例。 ”最早在
全国两会上提议设立公祭日的十一
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表示， 生命权
是最基本的人权， 以国之名悼念平

民死难者， 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生
命的无上尊重。

“南京大屠杀是落后就要挨打
的血泪教训。 ”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说，以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
祭， 意义在于让国人的历史记忆长
久保持唤醒状态， 避免出现哪怕是
片刻的忘却与麻木。
“公祭将是对妄图否定历史的日

本右翼又一次有力回击。 ”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表示， 举行
国家公祭， 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和民
族的意志， 体现的是捍卫历史的坚
定决心，同时更在向世界宣示，历经
侵略战争灾难的中华民族， 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
曾身中日寇 37 刀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 在人生晚年道出的警
世之言， 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
声。

注销公告
邢台市保隆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130502000011167），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7 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办
理。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市保隆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 12月 13日

邢台市桥东区新营社区居民委员会关于新营生活区
项目 2号、3号楼房屋登记及房屋测绘成果网上公告的通知
各位业主、相关利害关系人：

我单位建设的坐落在邢台市桥东区高庄桥
路 141号新营生活区项目，其中 2号 3号楼已竣
工验收完毕，拟向邢台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
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现该楼栋的房屋位
置、测绘建筑面积等信息已在网上公示，请各位
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登陆 http://www.xtfdc.
gov.cn（邢台市房地产信息网），进入“交易登记 -

通知公告”查询。 如对房屋登记及网上信息有异
议，请于“测绘成果审核公告”期内向邢台市房地
产交易登记中心提出书面意见。

单位咨询电话：0319-3218338
� � 房 地 产 交 易 登 记 中 心 咨 询 电 话 ：
0319-2255553

邢台市桥东区新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4年 12月 13日

各位业主、相关利害关系人：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在桥东区永安南路 58 号金宏小区项目，其中 7# 地下车库（预售合同楼号为

7# 地下车库）已竣工验收完毕，拟向邢台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现该楼
栋的房屋位置、测绘建筑面积等信息已在网上公示，请各位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登录 http://www.xtfdc.
gov.cn（邢台市房地产信息网），进入“交易登记→通知公告”查询。 如对房屋登记及网上信息有异议，请于

“测绘成果审核公告”期内向邢台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提出书面意见。
开发企业咨询电话：0319-3608888

�������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咨询电话：0319-2255553
2014�年 12�月 13日

邢台市金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
金宏小区项目 7# 地下车库房屋登记及房屋测绘成

果网上公告的通知

声明
崔永超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50020012001654，声
明作废。

拍卖
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

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
上午 9：30 在我公司拍
卖 厅 公 开 拍 卖 宝 马
WBAHN010X6D 轿车
一辆， 拍卖标的定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
19 日在标的物所在地
公开展示。 有意竞买者
请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
证金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 16：00 前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
15512825550

河北天惠拍卖有限公司

声明
陈瑞芳不慎将就业

失业登记证丢失，证号为：
1305030011004300， 签发
日期为：2011 年 11 月 14
日，声明作废。

Em
ail:nchwb@

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