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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上海海事局副局長晨曉光向大公報透
露，根據已制訂的巡航計劃和範圍，上海
海事空巡飛機今年將對該局搜救的責任海
域、中國領海和專屬經濟區進行空中巡航。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八日電】

涵蓋有爭議地區 全天候快速反應

目前，上海海事局的搜救範圍是北緯 30°40′
至北緯 33°之間海域；航海保障及航行警告範圍是
北緯 23°34′至北緯 35°00′（福建東山灣至江蘇
連雲港），位於中國東海海區。

晨曉光表示，上海海事空巡飛機主要將對中國受
控海域的船舶航行狀況進行了解，對海上事故實施搜
救（飛機搜救、引導水面救助船、拋投食品和救生器
材等），對船舶是否污染海洋進行監控，並對中國專
屬經濟區內同國外有爭議地區的情況，進行有效監控
和錄像。

據了解，全球海事領域對海上突發事件的處置和
搜尋主要依靠飛機，相比船舶來說飛機巡航範圍廣、
反應快、行政成本較低。上海海事局在中國海事局批
准下，於 2011 年正式成立並運作了 「上海海事局空
巡支隊」，目前使用一架固定翼飛機，部署在浙江舟
山機場，有10名人員（含機組）在機場常年待命。

每周巡航2-3次
上海海上搜救中心辦公室副主任、上海海事局通

航管理處處長黃建偉向大公報記者介紹說，上海海事
空巡飛機 「中國海事B-3825」，採用國產運─12，
巡航時速240-250公里，巡航高度最低50米。

黃建偉說，該架空巡飛機經過一年試運行，2012
年將全面推開運行，初步構建立體巡航模式，基本每
周巡航 2-3 次── 「2011 年總計巡航了 83 個架次，
覆蓋水域總面積達 1.84 萬平方公里，2012 年估計翻
一倍至約150架次，做到轄區全覆蓋」。 「原來我們
的轄區沿着海岸線近一些，現在可能準備拓到專屬經
濟區，距離領海基線 200 海里，也就是海岸線以外
400公里左右，力求全方位覆蓋和快速反應。」

實施立體空巡
記者還獲悉， 「中國海事 B-3825」飛機由上海

海事局向中國飛龍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租賃，後者由中
航工業哈飛創建，是唯一以 「中國」冠名的通用航空
公司，目前負責託管中國國家海洋局的海監飛機，執
行中國海洋執法、海洋維權、海洋災害監測等任務。

中國東海海域面積廣闊，相比傳統的海巡船，空
巡飛機無疑更具優勢。對此，黃建偉表示：上海海事
監管向非傳統領域發展，是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方式

， 「一艘大型海巡船巡航期間，每小時要用掉1-2噸
燃油，意味着每小時就需人民幣1-2萬元成本。為提
高轄區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監管水平，以及海事全天候
快速應急反應能力，尤其考慮到針對海上主權維護等
任務，更需要空巡飛機發揮作用。」

據了解，中國船舶動態監控中心本周已正式落戶
上海。目前，滬海事已具備巡邏船、海巡飛機的轄區

全面監控能力，形成水面空中的立體監控體系，並實
現常態化空巡，重點巡查區域包括洋山深水港主航道
、長江口錨地、長江口南北航線、長江口附近水域等
──下一步，滬海事執法人員將通過空巡實踐，探索
和總結相關技巧，如空中目測辨識物標能力、空中攝
像攝影技巧、空中海事執法技巧等，提高海事空巡效
果。

運-12 運輸機是哈爾
濱飛機製造公司研製的小
型渦槳多用途運輸機，採
用上單翼雙發動機布局，

使用兩台加拿大普惠公司的 PT6A-27 渦
輪螺旋槳發動機（Ⅱ型和Ⅳ型）為動力
，可載客17-19人，或1700-1900公斤貨
物。

中日韓自貿談判或5月啟動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八日電】中國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沈丹陽 18 日披露，今年 5 月中日韓領
導人第五次會議上將有望宣布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
判。

上周胡錦濤主席和韓國總統李明博在會談中就
加快中韓兩國對外協定的準備工作達成一致。沈丹
陽表示，中日韓自貿協定和中韓自貿協定的商談都
在進行中。目前，中日韓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已
經順利結束，並且取得積極的成果。中日韓官產學
的聯合研究一致認為， 「中日韓自貿區是可行的，
將為三國帶來共同利益」。

中方認為，中日韓自貿區關乎東亞經濟一體化
的整體進程，符合各國和地區的整體利益。中方希
望在結束自貿區的聯合研究之後，三國繼續保持合
作勢頭，加強溝通與合作，爭取在今年5月中日韓
領導人第五次會議上宣布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關於中韓自貿區，沈丹陽說，兩國領導人一致
認為，盡早簽署中韓自貿協定將為雙邊經貿合作提
供更加有利的制度環境，符合兩國利益。雙方同意
在韓方完成國內程序後立即啟動中韓自貿區談判。

據悉，中日韓經濟總量均居世界前十位，三國
總規模佔全球經濟約20%的份額，且三國都是世界
前十位貿易大國，但三國間貿易額僅佔三國對外貿
易總額的11%左右，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
三國政府和商界均對建設自貿區表達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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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
丹陽 18 日在北京表示，對於美國再
次將淘寶網列入 「惡名市場」名單一
事，中方表示高度關注和嚴重不滿。

據中新社報道，繼去年2月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包括百度、阿里巴
巴在內的 30 多個全球互聯網和實體
市場列入銷售假冒和盜版產品的 「惡
名市場」名單後，去年 12 月，該機
構再次發布 「惡名市場」名單，阿里
巴巴旗下淘寶網仍在其中。該報告認
為，淘寶雖然在打擊假冒產品方面取
得了 「顯著進展」，但要杜絕這一問
題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沈丹陽是在 18 日舉行的商務部
例行發布會上作出上述表態的，他指
出，中方注意到美方在 「惡名市場」
名單中，對中國相關企業的描述使用
「據稱」或者 「行業指出」等模棱兩

可的措辭，既沒有確鑿的證據，也沒
有詳細的分析，是非常不負責任和不
客觀的。

沈丹陽強調，中方認為美方應該
全面客觀反映中國政府和企業在知識
產權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進
步，並進行公正評價，避免對中方企
業造成不應有的負面影響。

沈丹陽表示，儘管美方在報告中
也說， 「惡名市場名單並不反映任何
違法事實，也不反映美方對有關國家
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環境的整體分析
」，但中方認為，這種措詞並不能使
美方免除責任。

「我們敦促美方對中國知識產權
保護工作做出更全面、更客觀、更公
正的評價，為雙方在知識產權領域的
後續合作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氛圍。」
沈丹陽說。

淘寶網是亞太最大的網絡零售商
圈，由阿里巴巴集團在 2003 年投資
創立。

【本報訊】中國總理溫家寶 18 日出席在阿聯酋
沙迦舉行的中阿合作論壇第四屆企業家大會暨投資研
討會開幕式並講話。他指出，這次訪問海灣國家，中
國與沙特、阿聯酋兩國政府在經貿、能源、基礎設施

建設、金融、人文等各領域達成 10 多項合作協議，其
中經貿合作協議涉及金額達1000億元人民幣左右。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報道，溫家寶在講話中透露
，中國與阿聯酋政府簽署了350億元人民幣的本幣互

換協議，這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簽署的首個本幣互換
協議。希望這次訪問能推動中國與海灣國家的合作再
上一個台階，使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更加密切。

溫家寶就中阿合作提出3點主張：一、鞏固政治
互信，深化戰略合作；二、深化互利合作，實現共同
發展；三、擴大人文交流，弘揚傳統友誼。

溫家寶強調，深化中阿經貿合作的一個重大舉措
是建設中國─海合會自貿區。目前談判已接近尾聲，
雙方要拿出更大的政治意願，盡快結束談判並簽署自
貿區協定。中方理解海合會國家的訴求，願意以最大
的誠意，推動談判取得實質性成果。

中阿能源戰略合作
中國與阿聯酋 17 日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雙方決

定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建立能源領域長期全面的戰略
合作關係，鼓勵兩國政府主管部門、相關企業簽署並
落實能源領域的合作協議。

聲明指出，中阿決定加強各層面的高層互訪，密
切兩國外交部政治磋商，就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地
區問題保持磋商與協調，不斷深化互信平等的政治關
係。擴大兩國在房建、路橋、鐵路、電信等基礎設施
建設和高技術領域多種形式的互利合作等。

中國總理首訪卡塔爾
結束阿聯酋訪問後，18 日中午，溫家寶乘專機

抵達卡塔爾首都多哈，開始對卡塔爾進行正式訪問。
這是兩國 1988 年建交以來，中國總理首次訪問卡塔
爾。

【本報訊】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副司長李松18
日在北京表示，中國從未幫助過伊朗發展核武器
，對中國的公司和實體對外出口活動進行嚴格管
理，防止出現可能存在擴散風險的出口活動。

據中新社報道，李松副司長18日做客人民網
，與網民就伊朗核問題進行了在線互動。有網友
提出，有些外國媒體指責中國幫助伊朗發展核武
器，李松就此作上述表示。

李松說，中國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成員
國，承擔了不幫助、不支持、不鼓勵任何無核武
器國家發展核武器的國際義務。 「因此，我們堅
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擴散活動，也不會做這
樣的事」。

「我們從來沒有幫助過伊朗發展核武器。中
國現在不會這樣做，將來也不會這樣做。根據中

國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我們國家自己的防擴散法律
法規，我們對中國的公司和實體對外出口活動進
行嚴格管理，防止出現可能存在擴散風險的出口
活動。」李松說。

反對武力解決伊核
有網友問：國際媒體近來不斷報道美國和以

色列可能對伊朗動武，美國3艘航母正逼近伊朗
，這意味着什麼？

李松表示，中國始終主張伊朗核問題只能通
過對話和談判尋求和平解決，這是中方最基本的
態度。中方歷來反對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或威脅使
用武力。就伊核問題本身而言，中方覺得動武不
可能全面、徹底地解決問題。

不僅如此，李松指出，對伊朗動武會給中東

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全局性、災難性的影響。
一旦該地區發生戰爭，不僅本地區國家會受到影
響和衝擊，世界能源安全和世界經濟也會遭受致
命一擊。一些國家的專家還明確提出過，如果對
伊朗的核設施實施軍事打擊，還可能引發嚴重的
生態災難。

「我想，對於動武的這些明顯後果，各國實
際上都是清楚的。因此，每一個對國際和地區安
全負責以及本國各方面的利益負責任的國家，都
應該極為慎重地對待這個問題。」李松說。

此外，李松表示，中國在安理會處理伊核問
題上的態度也很明確， 「其中最首要的一條就是
堅決反對通過軍事手段來解決伊朗核問題，不同
意安理會授權對伊朗使用武力。」這也是安理會
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態度和立場。

中國與沙特阿聯酋簽千億大單
▲十八日，在泰國曼谷，泰國總理英祿（前
右一）接受中國駐泰國大使管木（前右二）
贈送的剪紙藝術品。當日，中國駐泰國大使
館舉行 「開門過大年」 迎新春活動，慶祝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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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事局航海保障
及航行警告範圍概略圖

▲上海海事局固定翼空巡飛機 「中國海事B3825」 （左一）部署在舟山普陀山機場 楊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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