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岩對峙續僵持
我促菲盡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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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 13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說，中方敦促菲律賓從中菲友好關係大局出發，
與中方共同努力，盡快妥善解決黃岩島海域對峙
事件。

劉為民說，黃岩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菲律
賓方面襲擾中國漁船漁民，侵犯中國主權，違背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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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次事件的起因。

他表示，中方已在北京和馬尼拉向菲方提出
嚴正交涉。中方向黃岩島海域派遣公務船是正常
的執法活動，也是為了保護中國漁民和漁船安
全。

「我們敦促菲方從中菲友好關係大局出發，
與中方共同努力，盡快妥善解決該事件，維護南
海和平穩定，為兩國關係健康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他說。

據法新社報道，菲律賓外交部長德爾．羅薩
里奧 13 日稱，雙方雖然拒絕從相關海域撤走各
自艦船，但在結束當前對峙方面已 「取得進展」
。羅薩里奧在與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馬克卿會面後
稱，雙方已經在某些領域 「取得了一些進展」，
同意維持 「現狀」，不採取任何進一步加劇該區
域緊張局勢的 「挑釁性」行動，而是通過外交渠
道尋求解決辦法。他同時也指出，在某些領域仍
然面臨一些 「挑戰」。羅薩里奧還稱，他希望在
13日晚間的新一輪談判中能夠取得更多進展。

12 日，菲律賓不顧中方的警告再派出一艘
海警船，以配合菲軍艦的行動。同時，中國也向
該地區派出第三艘海監船。不久後，菲外交部表
示，已將海軍軍艦撤出黃岩島海域。菲外交部發
言人埃爾南德斯也透露，中國派駐在黃岩島海域
的三艘海監船中的一艘已經駛離，並表示中國此
舉表明菲外交部與中國大使館之間的談判 「實現
突破」。

菲律賓軍方參謀長德洛薩說，軍隊報告該8
艘中國漁船當中，有3艘顯然經已離去。

他對記者說： 「目前尚有5艘船（在現場）
，其餘3艘不知所終。」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三日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
戰略研究所所長宮力今日對本報表示，此次中國在黃岩
島海域的行動分寸拿捏得當，化被動為主動，加強了中
國在南海的控制力，顯示出底氣和自信。海監船隻的行
動可以在南海突出存在，如果放任菲方抓扣中國漁船漁
民，則是在默認其執法。菲律賓已經放話通過外交渠道
解決，未來再遇到類似事件，將令其有所收斂。

宮力建議，海監、漁政、海警等執法力量的裝備應
當繼續加強，並堅持巡航常態化，有助於更好地維護海
洋權益，增強對南海東海的控制力。對於是否整合執法
力量、成立統一的海岸警衛隊建議，他認為以美國、日
本等國海岸警衛隊的組成來看，事實上相當於準軍事力
量、類似 「海上武警」，可能會引起周邊反彈，可以循
序漸進的推進。

【本報訊】中通社十三日消息：據
日本新聞網 12 日報道，中國國家海洋
局的一架小型飛機，12 日在東海的日
中海上中間線附近，近距離逼近日本海
上自衛隊的大型護衛艦 「朝雪」號
（3100 噸），警告其不得靠近中國油
氣田。

日本防衛省當晚發表的消息說，這
架中國的小飛機最近距離護衛艦的水平
距離只有50米。

而共同社消息稱，12 日中午 12 點

10 分左右，隸屬中國國家海洋局的一
架固定翼飛機 「接近」日本海上自衛隊
「朝雪」號護衛艦，在其上空約 50 米

處，以 50 米左右的半徑繞艦盤旋兩周
後離開。當時，該護衛艦正在東海所謂
的 「中日中間線」附近執行 「警戒監視
」任務。

報道稱，日本外務省當天向中方提
出交涉，指出這是 「危險行為」，要求
中方防止此事再度發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多次明確表示
，中日之間在東海不存在劃界問題，所
謂 「中間線」只是日方單方面主張，中
方從未予以承認。中方在東海問題上的
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日方不顧中方反
對，一再在東海爭議海域進行單方面調
查活動，中國對此表示不滿和反對。希
望避免損害中方的利益，維護東海和平
穩定和中日關係大局。

【本報訊】近日，東海某海域，夜色如墨。正在
海上拋錨的東海艦隊某獵潛艇大隊數艘艦艇，在夜色
中緊急起錨，奔赴某海域，開展攻潛訓練。據悉，夜
間攻潛訓練是一項訓練難度較大的課題，他們積極探
索夜間攻潛戰法，制訂了單艇、編隊夜間搜索攻潛的
多種方案預案，通過實戰增強獵 「鯊」能力。

據解放軍報 13 日報道，8 日晚 11 時，東海某海
域，正在海上拋錨的東海艦隊某獵潛艇大隊數艘艦艇
，在夜色中緊急起錨，奔赴某海域，開展攻潛訓練。

這是該大隊開展為期 6 天的晝夜攻防演練的一個鏡
頭。

反潛編隊在夜海中劈浪挺進，直指 「敵」潛艇伏
擊區。

據解放軍報報道，記者所在的編隊指揮艇艇長姜
勇下令搜索。聽音室內，四級軍士長、聲吶班長陳洪
海仔細辨識每一個水下回音，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然而，正當他們按照測出的目標距離和位置準備
攻擊時，陳洪海報告目標消失， 「獵物」一下子無聲

無息地隱藏起來了。
隨即，隨艇指揮的大隊長周強國果斷下令，艦艇

迅速組成單橫隊。
「艇艉方向出現輕微回音後又消失。」半個小時

後，某艇向指揮所報告。
周強國告訴記者，根據聲吶兵報告的情況判斷，

「敵」潛艇可能已發現我編隊行蹤，趁機躲藏在信號
最弱的艇艉方向，企圖從編隊後方逃竄，因此，我編
隊必須迅速改變航向航速，尋找搜索潛艇的時機。

果然，聲吶部位很快接收到強烈的回波，顯示正
是潛艇的信息特徵。姜勇頓時精神振作，一連串指令
脫口而出……陳洪海及時向艇指揮所報告目標方位和
距離。

「編隊展開攻擊隊形，各艇迅速進入攻擊陣位！
」周強國接連下達指令。

各艇迅速變換隊形，以最快速度進入戰鬥航向，
開足馬力，進入攻擊程序，在茫茫大海布下天羅地
網。

隨着周強國一聲令下，從不同方向、不同距離發
射的數十枚火箭深彈直奔目標，刺向 「敵」潛艇。剎
那間，一排排高聳的水柱在海面上沖天而起。此時，
東方的天空已破曉。

周強國告訴記者，夜間攻潛訓練是一項訓練難度
較大的課題，他們積極探索夜間攻潛戰法，制訂了單
艇、編隊夜間搜索攻潛的多種方案預案，通過實戰增
強獵 「鯊」能力。

據媒體報道稱，正在南海黃岩島執
法的中國三艘海監船中的一艘，於13
日撤離黃岩島海域，之前中菲雙方在此
對峙，目前正繼續通過對話化解爭端。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三日電】

中國東海實彈軍演獵鯊
進行高難度夜間攻擊潛艇訓練

◀ 4 月 6 日，東
海艦隊某獵潛艇
大隊 761 艇在訓
練中發射艦艏火
箭深彈。4 月上
旬，這個大隊把
艦艇編隊拉到複
雜海區，開展為
期 6天的晝夜攻
防演練

傅 強攝

陳竺獲法榮譽軍團軍官勳章
【本報訊】新華社巴黎十二日消息：法國國民議會議長

阿誇耶12日在拉塞宮向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頒發法國榮譽
軍團軍官勳章，以表彰其在醫學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為
推動中法友好合作作出的貢獻。

阿誇耶在當天舉行的授勳儀式上表示，陳竺部長的研究
成果使其獲得多項國際榮譽，其中包括 1997 年獲得的法國
全國抗癌聯盟盧瓦茲獎和 2006 年獲得的法國國家健康和醫
學研究所國外學者特殊貢獻獎。

陳竺在儀式上回顧了其1984年至1989年間在法國留學
的經歷，向授予他此份榮譽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及法國政府
致謝，並表示將繼續致力於改善中國人民的健康狀況，推動
中法兩國友誼進一步發展。

法國勞工、就業與衛生部長貝特朗，負責衛生事務的國
務秘書諾拉．貝拉，法國總統科技顧問貝爾納．貝洛克，中
國駐法國大使孔泉等100多人出席了授勳儀式。

1802年5月，拿破侖為表彰對法國有傑出貢獻者，創立
了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包括騎士級、軍官級、指揮官級、大
軍官級和大十字級五個級別。陳竺部長曾於 2002 年獲榮譽
軍團騎士勳章。

【本報訊】中新社莫斯科十三日消息：中國外長楊潔篪
13 日在莫斯科會見了印度外長克里希納，雙方就加強兩國
合作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楊潔篪表示，
中方願與印方共同努力，加強政治互信，尊重和照顧對方核
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

楊潔篪說，胡錦濤主席在金磚峰會期間與辛格總理舉行
成功會見，達成重要共識。中印關係非常重要，發展潛力巨
大，兩國應把握機遇，加強戰略合作。

他表示，中方願與印方共同努力，堅持不懈地落實好兩
國領導人的共識，辦好 「中印友好合作年」，加強兩國政治
互信，深化經貿合作，做好輿論引導，相互尊重和照顧對方
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加強國際地區
事務合作，推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發展。

克里希納表示，發展印中關係是印對外工作的優先方向
之一。世界上有足夠的空間讓兩國實現各自發展願望，有足
夠的領域供雙方開展互利合作。印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為兩
國關係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印方願拓展對華合作領
域，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本報訊】據中評社 13 日消息：包括 5 名和尚在內的
越南慶和省（Khanh Hoa）長沙工作團，12日搭船前往南沙
群島（越稱長沙群島），這些和尚將在南沙群島的寺廟住持
6個月，此舉預料將再掀主權話題。

越南《青年報》13 日報道，慶和省當局指出，這是經
常性工作，目的是了解長沙軍民情況。隨團包括歌手、演員
，以充實長沙軍民精神生活。

在中國遊輪試航西沙，菲越海軍準備在南沙舉行球賽等
宣揚主權行動後，慶和省派和尚前往南沙群島3座小島寺廟
，也被外界視為宣揚主權的另一個方式。法新社報道指，這
3間佛寺在1975年被越南政府荒置，但最近已經重修翻新，
這些和尚會為佛塔重新開光。

慶和省人委會在3月間同意6名和尚心願，准許前往南
沙群島寺廟住持。

據中央社引述報道，這6名和尚將各有2人住持大長沙
島（Truong Sa Lon）、西雙子島（Song Tu Tay）和生存
島（Sinh Ton）寺廟。

報道指出，這3個小島的面積分別是，生存島約8公頃
，西雙子島約12公頃，大長沙島約13公頃。

1名和尚在登船前表示，南沙群島經常遭受颱風天災，
民眾生活困苦，這次前往除了修行，同時希望能對南沙軍民
精神生活有所幫助。昨天隨團出行有5名和尚，另1名將在
幾天後前往。

學者：海洋執法裝備應加強

我飛機50米逼近日艦
警告不得靠近油氣田

中印外長會晤
尊重核心利益

越和尚進駐南海3島

▼中國海監船行駛在南海海域
資料圖片

▲12日，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出席在法國巴黎拉賽宮舉
行的法國榮譽軍團勳章授勳儀式並發表講話 新華社

◀日本方面拍攝到的中國國家海洋局的一架小型飛機 網上圖片

【本報訊】新華社科羅爾十三日消息：帕勞最高法院
13 日下午批准了中國船員與帕勞政府達成的庭外和解協議
，中國船員將於18日回國。

被扣中國漁船船長在回答主審此案法官質詢時說： 「我
們了解協議內容，願意接受協議，我們希望能盡快回家。」

在和解協議得到法官批准後，旁聽的中國駐密克羅尼西
亞大使館參贊溫振才說： 「中國中央政府和海南省政府對此
案都非常關注。我們現在正安排派出包機來接這些船員回家
，這是最好的方式。」

溫振才說，在中國船員出獄前，中國外交官將繼續關照
他們的生活，保證他們繼續受到帕勞方面的公正待遇。他還
透露，據目前安排，遇難中國船員的遺體將同機運回。

另外，13日中午12時，由海南省外事僑務辦公室、省
海洋與漁業廳、瓊海市有關部門及帕勞事件遇難者親屬組成
的工作組，啟程赴帕勞協助我駐密克羅尼西亞使館處理瓊海
漁民被帕方抓扣事件，工作組將經轉廣州飛馬尼拉再轉飛帕
勞，預計4月14日凌晨1時30分左右抵達。

3月31日，帕勞警方追捕涉嫌非法進入帕勞海域捕魚的
中國漁船時，誤擊中一名中國船員致其死亡，並扣押了另外
25 名船員，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外交部立即
啟動應急機制。因中國與帕勞未建立外交關係，代管帕勞事
務的中國駐密克羅尼西亞使館立即派員來到帕勞看望被扣船
員、處理這一事件。

帕勞事件庭外和解
中國船員下周回國

◀菲方企圖在黃岩島海域扣押的
中國漁船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