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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在南海問題故意製造事端
日前，菲律賓海軍軍艦

闖入南海中國黃岩島海域，
並在所謂 「維護主權」的旗

號下對避風停靠在黃岩島的中國漁船進行襲擾並準備
進行抓扣，被及時趕到的中國海監船制止，雙方隨後
發生了對峙。

黃岩島對峙只是一個縮影。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異常動作頻頻，嚴重背離了二○
○二年中國和東盟各國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及其後續行動指針。

近兩年來，個別南海周邊國家 「挾洋自重」，借
外來勢力在南海問題上屢屢作出出格動作，既是對中
國主權的侵犯，也違背了有關各方關於維護南海和平
穩定，不使事態複雜化和擴大化的共識。

從本質上說，南海問題是中國同南海周邊一些國
家對於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劃界所產生的爭議。包括

菲律賓在內的南海周邊國家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中已經作出了明確承諾，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問題。
引入外來勢力介入南海問題，無疑是自食其言。無數
歷史案例表明，將領土爭議國際化、引進外來勢力制
衡其他國家，往往會事與願違，自身還可能被他人所
利用。

一直以來，中國從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
，堅持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主張通過談
判協商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堅持談判解決問題不是
放棄立場，更不是示弱。在涉及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問
題上，中國政府的立場一直以來都是旗幟鮮明、堅定
不移的。

中方希望，菲律賓方面從中菲友好和南海和平穩
定的大局出發，不要製造新的事端，而應與中方共同
努力，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新華社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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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軍艦在南海黃岩島
海域同中國海監船和漁船發生
對峙，《環球時報》文章指出
，這件事中方完全在理。首先
事件發生在中國的傳統漁區黃
岩島附近海域，菲律賓從未對
該島有過實際控制。二是菲律
賓以軍對民在先，中方與其對
峙有理有力有節，如果雙方擦
槍走火，中國走了 「先禮後兵
」 的程序。

這次對峙打擊了菲律賓近
來在南海問題上的囂張氣焰，
有效保護了中國漁民和漁船。
它在南沙地區開啟了中方在不
動用海軍的情況下，用執法船
保護本國漁民的成功案例和模
式。這是中國對南海諸島行使
主權的新進展。

這次行動也會改變外界對
中國今後在南海爭議中態度的
預期。中國仍會追求南海的和
平穩定，但不會對菲越的任性
做無節制的忍讓。中國會採取
堅決的維權行動，並且會用國
家不斷擴大的實力來支持這些
行動。

過去中國漁民在沒有保護
的情況下前往被爭議水域捕魚
，常遭抓扣。如今中國的海監
船和漁政船應緊隨他們，漁民
船隊走到哪裡，中國執法船隻
就應跟到哪裡。

一旦出現菲越試圖扣押中
國漁船，中國執法船隻就應挺身而出與
其對峙。

文章說，如果菲律賓或越南用軍艦
對付中國海監和漁政船隻，向它們開火
，那麼南海衝突就進入了新階段。那將
是菲越跨越魯比澗的舉動，它必將招致
中國海軍的堅決回擊。

中國只需按照自己在南海維權的計
劃我行我素，碰到誰攔路，就毫不客氣
地與其對峙，但也不主動將其升級為擦
槍走火。我們應把球踢給對方，看他們
究竟誰敢先對中國的執法船隻動手。

羅援籲成立海岸警備隊
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原

副部長羅援少將在接受環球網記者採訪
時稱，此次對峙顯示出了中國海監船的
擔當和勇氣，應該為中國的海監力量
「喝彩」 。

羅援少將建議，為更好地捍衛中國
的海洋權益，中國應建立一支準軍事化
的國家海岸警備隊，在與他國發生海洋
主權摩擦時形成一支 「拳頭力量」 ，有
力出擊。

羅援少將還提出，一旦菲律賓對我
們的民間執法力量採取過火行動，中國
海軍將是地方執法力量的堅強後盾。

【本報訊】據菲律賓 ABS-CBN
新聞網12日報道：菲律賓總統府表示
，菲方承諾將尋找 「外交途徑」解決
中菲兩國在黃岩島的僵局。

總統發言人拉謝爾達告訴記者，
菲律賓外交部長羅薩里奧繼續與中國
大使馬克卿保持聯繫，商討解決僵局
的外交途徑。

羅薩里奧說，盡快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符合中菲兩國的 「最大利益」
。他相信中菲兩國可以在沒有外在干
涉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強調中菲
雙方都願意通過對話解決爭端。

拉謝爾達說： 「現在基本的情況
就是，中菲雙方都願意通過外交途徑
解決問題。雙方都不願使局勢惡化。
到現在為止局勢還停留在對峙階段，
這也就是為什麼羅薩里奧部長和中國
大使馬克卿商討解決爭端的外交方式
的原因。」

他補充道： 「當然，盡快商討出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符合中菲兩國的
最大利益。」

與此同時，菲律賓總統府重申
「黃岩島是菲律賓領土的一部分，它

位於菲律賓二百海里專屬經濟區之內
，是國家大陸架的一部分」。

拉謝爾達說： 「對於黃岩島主權
歸屬菲律賓這個問題，我們有國際和
合法的宣示。」

另訊，美國就對南海緊張氣氛升
溫表示關注。美國國務院一名不願透
露姓名的發言人說： 「我們敦促各方
充分克制，尋求外交上的解決方法。」

人民網報道稱，菲軍艦撤離的原因，菲律賓外長
德爾．羅薩里奧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是由於 「操作
」原因，和目前正在進行的談判沒有關係，他以 「自
己只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為由，未透露更多細節。羅
薩里奧還表示，他希望在本周末去華盛頓之前，這件
事能有突破性的進展。 「我們將關注事態進展，這是
一個還在處理中的事情。我們希望能夠在一兩天以內
有結果，但是我們將不得不等待事情的進展。」

菲警接手處理求緩和對峙
菲外交部發言人赫爾南德斯則透露，菲律賓海岸

警衛隊派出一艘五十六米長的 「邦板牙號」搜救船已
在十二日下午抵達黃岩島海域。他接受電台採訪時曾
表示，至少到目前為止，菲律賓不需要向美國尋求幫
助， 「此時向其他國家求助並不合適，我們能夠處理
這一事件」。

菲軍方北呂宋司令部司令阿爾坎塔拉對媒體表示
，菲律賓派海岸警衛隊船隻前往黃岩島海域是為了
「降低」海軍在 「海上執法」中發揮的作用。菲海岸

警衛隊最終將從海軍方面接手處理該事件，以 「緩和
局勢」，並把這起事件列為 「海上警務案件」處理。

中國外交部十二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劉為民
證實中國已派出政府公務船而非軍艦前往黃岩島海域
，保護中國漁民和漁船的安全以及正當的漁業活動。
他重申，中國已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菲律賓軍
艦立即撤離該海域，避免使事件複雜化、擴大化。

據悉，菲律賓官員向中方提出建議，希望打破僵

局，期望今日能找到妥協方案。

中國以「民事爭端」處理
北京軍事專家劉江平對大公報指出，東盟峰會剛

剛結束，各方還是應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不
應付諸武力，以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他強調，黃岩
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海監船是在中國領海範圍內執法
，維護本國漁船的正常作業，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內
法，菲律賓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

他指出，菲律賓方面不應該再做任何激化事態的
不明智的舉動。 「德爾皮拉爾」號其性質是軍艦，和
民事執法船完全不一樣，軍艦的法律地位和代表意圖
是不同性質的。中國海監完全是維護海上秩序，解決
民事爭端，沒有軍事色彩，沒有武力對抗的成分，不
是用來對抗其他國家軍艦的。

中方做法解決海上爭端是限於民事爭端，符合國
際海洋法公約，亦符合國際慣例。解決爭端還是應回
到談判桌上來，在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框架
內來解決，菲律賓不要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劉江平介紹，菲律賓海軍實力落後於其他東盟國
家，海空力量發展比較緩慢，但近年來一直在試圖盡
可能提升海空軍現代化水平。此次對峙事件中的 「主
角」之一，「德爾皮拉爾」號巡邏艦是去年菲海軍向美
國海岸警衛隊採購的原美國海軍「漢密爾頓」級巡邏艦
。菲律賓又計劃從美國購買十二架早期型號的 F-16
戰鬥機，並向韓國採購T-50 「金鷹」教練機，都是
為努力提高空軍現代化水平的一部分，值得關注。

黃岩島對峙菲國降調黃岩島對峙菲國降調
撤回軍艦改派警務船撤回軍艦改派警務船

中菲在南海發生對峙後，人民網十二日從菲律賓發回的報道稱，中菲在南海發生對峙後，人民網十二日從菲律賓發回的報道稱，
菲艦菲艦 「「德爾皮拉爾德爾皮拉爾」」 號已於當天上午撤出黃岩島水域，號已於當天上午撤出黃岩島水域， 「「從而有效地從而有效地
平息了發生在中國南海地區的衝突平息了發生在中國南海地區的衝突」」 。菲律賓同時派遣了一艘。菲律賓同時派遣了一艘
海岸警衛隊的船隻代替撤出的軍艦。中國外交部發海岸警衛隊的船隻代替撤出的軍艦。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劉為民表示，目前中菲雙方正通過外交渠言人劉為民表示，目前中菲雙方正通過外交渠
道就此保持着溝通。他又稱，中國有關部道就此保持着溝通。他又稱，中國有關部

門已派出政府公務船而非軍門已派出政府公務船而非軍
艦前往黃岩島海域，保護中艦前往黃岩島海域，保護中
國漁民和漁船的安全。國漁民和漁船的安全。

【本報記者賈磊北【本報記者賈磊北
京十二日電】京十二日電】

【本報訊】中評社北京十二日消息：《世界報》
發表專稿文章認為，俗話說 「再大的忍耐和克制都是
有底線的」，這句話放在當前南海局勢上就是一個生
動的體現。當前南海局勢十分複雜，很多學者和網民
都認為，中國政府在外交努力的同時，也應該在軍事
上採取必要的手段了。

據美國之音報道，面對南海目前的動向，中國似
乎加強了在軍事上的準備，有澳洲媒體稱， 「瓦良格
」號航母如果試航順利，很快將進入解放軍海軍服役

，而部署的地點很有可能就是南海。
據中國新華社報道，三月下旬，解放軍南海艦隊

某驅逐艦支隊，在南海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海上 「紅藍
對抗演習」。此次演習突出了對抗的氣氛，驅逐艦與
航空兵和潛艇的相關單位配合，互為對手在南海展開
對抗演練達到七十二小時。此次攻防戰中，二十多種戰
法得到訓練，從而強化了在南海多兵種的實戰練兵。

此次演練歷時五天四夜，參演艦艇包括052型導
彈驅逐艦和 054A 型導彈護衛艦，以及新型大型補給

艦和柴電動力潛艇等多種海軍武器平台。
《世界報》特約軍事評論員郭宣認為，從這場演

習中可以看出解放軍海軍已經完全具備了在短時間內
打一場高強度的海上戰爭的能力。其實從二○一二年
開年以來，解放軍在南海便組織了一系列海軍、空軍
、海軍陸戰隊參與的軍事演習和訓練。這些演練展示
出海軍、空軍和陸戰隊聯合進行登陸，海島搶灘登陸
，空、海一體獵潛等多種能力。這些顯然是解放軍針
對南海戰場的預設而展開的演習和訓練，換句話說，
就是進行戰前準備。

對於目前中國海軍與越南和菲律賓海軍的實力對
比，《世界報》特約軍事評論員陳光文表示，越菲兩
國的海空軍力不會對解放軍海軍構成實質威脅。中國
軍隊已經完全具備了快速搶佔南海制空權、制海權和
登陸佔島的能力，並具有摧毀敵軍艦隊、近岸機場的
小縱深作戰能力。

別拿中國警告當耳旁風
面對菲律賓等國的挑釁，中國多次警告在必要的

時候將採取軍事行動，政治上的信號已經發出了不止
一次。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從二○一一年開始就開
始警告菲律賓、越南不要在南海問題上玩火，玩火者
必將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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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海軍闖入中國黃岩島海域並在 「維護
主權」 的旗號下對中國漁船進行襲擾

美聯社

▲菲律賓外交部長羅薩里奧十二日表示菲願意通
過對話解決爭端 美聯社

■中國海軍陸戰隊在南海某海域進行
兩棲突擊登陸戰鬥演習 資料圖片

■中國海監船舶、飛
機全天候對我國主張
管轄海域實行巡航監
視，有效維護國家海
洋權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