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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確定農業合作重點

我派飛機在菲艦上空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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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正在韓國濟州島舉行的首屆中日韓農
業部長會議 15 日發表聯合公報，明確了三國未來加
強農業合作的重點領域，其中，糧食安全居於首位。

據中新社報道，聯合公報明確的其他重點合作領
域有：動植物疫病防控、農業應對自然災害、研究人
員交流、經濟夥伴關係和全球與區域合作。

公報稱，三方將重點加強在東盟糧食安全信息系
統、東盟與中日韓大米緊急儲備和亞太糧食安全信息
平台等區域和國際層面的糧食安全合作，通過合辦研
討會等方式交流與糧食安全相關的農業政策信息、促
進研究人員交流、尋求聯合研究契機。

同時，共享口蹄疫和禽流感等亞洲多發動植物疫
病信息，探討建立疫病防控中心的可能性；分享有關

自然災害的信息，以共同避免和減緩自然災害對農業
的影響；評估研究人員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現狀，就共
同問題交流信息；推動糧食等農產品貿易，加強中日
韓三方經濟夥伴關係建設，推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加強在糧農組織、二十國集團、東盟與中日韓（10＋
3）和亞太經合組織等全球和區域論壇框架下的合作。

三國承諾分享農業信息
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表示，開展中日韓農業合

作既有天然的地域優勢和歷史傳承，更有重大的共同
利益和廣闊的合作空間，對於推動次區域以及世界經
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促進各國互利共贏、共
同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韓長賦稱，聯合公報的簽署有利於進一步推動三
方在區域和國際層面的合作更加務實深入，有利於三
方經濟夥伴關係建設更加密切，有利於促進三國農業
的可持續發展。

這次會議圍繞 「糧食安全、動植物疫病防控、農
業應對自然災害、研究人員交流、經濟夥伴關係和全
球與區域合作」六個議題展開廣泛交流和深入探討。
三國農業部長通過討論、聯合評論和雙邊會談等形式
，對會議議題進行了充分闡述和交流。

三國承諾，今後將充分利用中日韓農業部長會議
這一平台，分享農業信息，交流農業科技進展情況，
推動農產品貿易便利化，以及協調在區域與國際多邊
場合的立場。

二炮政委張海陽率團訪歐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五日消息：應芬蘭、匈牙利國

防部邀請，第二炮兵政委張海陽上將率中國人民解放軍友好
參觀團一行十人於十五日離京赴上述兩國進行正式友好訪
問。

【本報訊】菲律賓與美國 「肩並肩
」聯合軍事演習 16 日將正式開幕，擔
任聯合軍演發言人的菲軍少校加西亞
15 日強調，本次軍演與菲律賓和中國
近日在南海黃岩島海域發生的艦船對峙
事件毫無關聯。

據中新社報道， 「肩並肩」系列軍
演是菲美每年例行大型聯合軍演，兩國
首次 「肩並肩」軍演 1991 年舉行，
1995 年時曾一度中斷，1999 年又重新
恢復，今年是第 28 次，預計有 4500 名
美軍士兵和 2300 名菲律賓士兵參加。
菲律賓武裝部隊 15 日宣布，16 日上午
9時菲美兩國將在菲武裝部隊總部阿奎
納爾多兵營舉辦軍演開幕式，菲國防部
長、武裝部隊總參謀長以及美國駐菲大
使等官員人士屆時出席。

本次演習地點主要集中在菲律賓北
部呂宋島上的新怡詩夏省麥格賽賽堡和
菲南部的巴拉望省等地，4 月 21 日和
24 日菲美兩軍將在麥格賽賽堡舉行傷
亡人員疏散演練、實彈訓練、模擬戰鬥
演練等演習科目，22 日和 25 日，菲美
兩軍將先後在巴拉望舉行 「小艇登陸突
擊演習」和 「兩棲登陸突擊演習」。27
日，本次軍演正式閉幕。

本次聯合軍演發言人之一、菲軍少
校加西亞 15 日強調，這次菲美 「肩並
肩」聯合軍演與菲律賓和中國近日在南
海黃岩島海域發生的艦船對峙事件毫無

關聯， 「如果有人認為這次演習是對黃岩島事件的回應，那
是錯誤的」。

加西亞強調，菲美兩國早在黃岩島對峙事件發生之前就
已規劃和準備舉辦這場聯合演習，今年的演習將更多地聚焦
在海上安全、反恐以及人道救援和災害響應行動。

他聲稱，參與軍演的 2300 名菲方官兵由海軍少將馬丁
指揮，期間，菲方官兵將學習使用現代化的美國軍用裝備並
向美軍士兵傳授叢林生存技巧。

另據法新社報道，菲律賓軍方官員說，在菲律賓西南部
巴拉望島對開，有爭議的南海水域附近，可能會有調遣工作
進行，但這些官員嘗試淡化這些調遣工作令黃岩島緊張氣氛
進一步升溫，繼而引發的擔憂。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巴爾特在一篇聲明中說，政府希望中
國不會因今次演習而敲響警鐘。 「我們希望這不會造成挑釁
。」

俄艦南下與中國聯合軍演
【本報訊】中通社十五日消息：15 日一大早，俄羅斯

海軍太平洋艦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斯特列洛克海灣舉
行了 「出征儀式」，參加這個儀式的有4艘軍艦。這些軍艦
在 「出征儀式」後直接起錨駛離駐紮地，它們出征目的是參
加即將舉行的俄中聯合海上軍演。

據中國網絡電視台15日消息：中國和俄羅斯兩國海軍
將於4、5月間在中國的黃海海域進行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有關這次演習的籌劃和準備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

這次演習旨在深化中俄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
高共同應對新挑戰、新威脅的能力，維護亞太地區乃至世界
的和平與穩定。4月13日，俄羅斯國防部網站發布消息稱，
俄羅斯海軍副總司令蘇哈諾夫表示，這次演習將是兩國海軍
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海上聯合軍演。

據悉，與以往的中俄聯合軍演相比，這次演習的科目將
會設置得比較複雜。中俄雙方將一起演練如何維護國家主權
和海洋權益，有可能包括如何奪取戰區制空權、制海權等內
容。在參演裝備方面，俄羅斯方面將派出10艘作戰艦艇，
形成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水面艦艇編隊，除了瓦良格號導彈巡
洋艦，還包括一些驅逐艦和護衛艦。根據外交對等原則，中
國也會派出相當數量和級別的艦艇參演，通過加強指揮控制
、通信協調、戰法演練，加強中俄雙方的合作和了解。

▲俄羅斯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將赴黃海參與中俄聯合海
上軍演。圖為二○○九年停靠青島港碼頭的瓦良格號導
彈巡洋艦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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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美菲兩國海軍陸戰隊舉行登陸演習 法新社

據中通社報道，菲律賓外交部 14 日發布
外交部長羅薩里奧的聲明稱，截至 13 日晚，
中國漁船已全部離開黃岩島的潟湖。當天晚上
10 時許，羅薩里奧宣稱，在已經形成了中國
的海監船和菲律賓的護衛艦一對一對峙的情況
下，過了不到幾個小時的時間，中方又重新派
了一艘海監船回到對峙海域。也就是說，目前
有兩艘中方海監船和一艘菲律賓護衛艦在當地
對峙，同時羅薩里奧還提到，中方還派去了一
架飛機在菲律賓的護衛艦上空盤旋。

菲律賓總統副發言人華爾特 14 日強調，
菲中雙方都同意保持克制，避免緊張局勢升
級。

另據法新社馬尼拉 15 日消息：菲律賓 15
日說，它與中國因黃岩島而引起的僵局尚未解
決。

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埃爾南德斯在一篇
簡短聲明中說： 「僵局仍然持續。雙方有接
觸。」

他說，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 15 日啟
程前往美國一周，談判將由他的其中一位高級
助理接手。

菲律賓海軍最大一艘軍艦 「德爾皮拉爾號
」巡邏艦近日在黃岩島海域以涉嫌非法捕撈為
由對中國漁船進行所謂 「執法」，企圖抓扣中
國漁民，被兩艘中國海監船成功阻止，繼而引
發雙方艦船在海上對峙。菲方 12 日將 「德爾
皮拉爾號」巡邏艦撤出黃岩島海域，改派一艘
海岸警衛隊搜救船前往 「監視」。

據中國《環球時報》12 日發表的社評文
章稱，在強力制止菲軍艦違法行為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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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從未對黃岩島有過實際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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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艘被菲襲擾漁船回港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被菲律賓軍艦在黃

岩島潟湖內襲擾的 12 艘漁船中，已有一艘
「瓊．瓊海 09099 船」於 14 日 20 時安全回到

海南省瓊海市潭門港，船員們身體狀況良好，
正在卸載魚貨。

「瓊．瓊海09099船」部分船員認為，此
次中國海監船趕到現場非常及時，同時也表示
菲方此次侵擾行為是非法的。 「瓊．瓊海
09099船」船主何世軒說，黃岩島是潭門漁民
的祖宗海，祖輩都在那作業，證明了黃岩島的
主權就是我們的。菲律賓海軍開到黃岩島潟湖
裡是非法越境，登船搜查也是非法行為。

據悉，12 艘被襲擾的漁船中，除了回港
的 「瓊．瓊海09099」，一些漁船已向北回到
西沙群島海域繼續捕撈，一些向南駛向南沙群
島海域繼續作業。

【本報訊】中國與菲律賓方面在
黃岩島附近海域的對峙仍在繼續。菲
律賓外交部14日聲稱，中國漁船已
全部安全離開黃岩島海域。不過中國
的海監船和菲律賓的搜救船仍處於對
峙狀態。

【本報訊】中國派出兩艘海監船到黃岩島，
保護該島潟湖內被困的海南省漁船，此事引起了
國際關注。中國外交部邊海司司長鄧中華透露，
目前中國與 8 個周邊鄰國存在海上爭議，從北到
南依次為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菲律賓、馬
來西亞、文萊和印尼。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長
李立新較早前透露，2015年前，中國共新建30艘
海監船。

據中通社報道，這次開赴黃岩島的兩艘中國
海監船，分別是目前中國海監系統裡設計速度最
快的 「中國海監75」，以及配置了目前世界先進
的通信導航系統、艏側推和固定式減搖裝置的
1500噸級新型船 「中國海監84」。

現時中國海監隊伍總人數達八千多人，具有
較強的海空協同執法能力，擁有各類執法船艇
200 餘艘，海監船主要分為1000 噸級、1500 噸級
和 3000 噸級。中國海監在管轄海域以每天保持 9
艘以上海監執法船、4 架以上海監飛機在海上執
勤的頻率，對中國全部管轄海域進行定期維權巡
航執法。

中國國家海洋局官網披露，中國海監目前的
海上執法船舶，一半屬於 20 世紀 70 年代所裝備
的船隻，整體噸位小、數量少，更無法滿足到每
千平方公里海域內配備一艘的要求，遇到突發事
件，也難以在第一時間作出快速反應，以制止、

控制事態的發展。
官網的文章認為，未來新一代海洋執法船的

入列，中國的海上執法船舶力量在整體噸位、續
航能力、功能等方面都有一個明顯的提高，但至
少還需考慮四點：

提升航速與續航能力
第一，目前中國海監裝備的大、中型執法船

的航速較低，一般都在20節左右。今後若遇突發
事件，以釣魚島為例，中國執法船至少應在 5 小
時內抵達。新一代輕型海監船應具備30節左右的
高航速，大、中型執法船最高航速應達到25節左
右，在經濟航速下應具備至少4500海里的續航能
力，具備實現全海域巡航的能力。

第二，新一代海監執法船應具備通用化的標
準平台，使用相同或相近設計、工藝以及動力，
並能根據不同需要進行模塊化技術改造，以適應
多種需要。

第三，目前中國海監船舶兼有海洋調查與執
法的雙重功能，降低了執法成效。新一代海監執
法船應專業化。

第四，現階段各國公務執法船有增強武裝化
的趨勢，如韓國海上警察廳、日本海上保安廳等
海上執法船舶均裝備有大口徑、高射速火炮。目
前中國海監船尚屬非武裝化執法船，如若發生武
裝衝突，勢必被動挨打。

海監增建30艘船強化執法

▲十五日， 「瓊．瓊海09099船」 從黃岩島返回海南，4名船員在漁船前合影 新華社

▼中國海監83船水手在
進行自衛反擊演習▼中國海監船編隊在巡航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