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4艘軍
艦15日從海參崴附近的斯特列洛
克海灣出發，前往黃海海域參加
中俄 「海上協作-2012」 聯合軍演
，還有一艘軍艦將由亞丁灣前往
黃海會合。演習將於4月22日至
29日舉行。

俄羅斯艦隻赴黃海參加中俄聯合軍演

中國使館斥菲擴大事態

簽署多項政府間協議及商業合同

菲警借考古船混入黃岩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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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上將
16 日下午在北京與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杜伯巳上將舉
行會談，就國際地區形勢、兩國兩軍關係及其他共同關
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表示，將妥善處理分歧，共
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陳炳德指出，越南是中國的友好鄰邦，當前中越全
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兩軍關係是兩國關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應進一步加強互信，不斷深化
軍隊政治工作、人員培訓、院校交流、邊海防交往等合
作，積極做好宣傳工作，為兩國關係發展營造良好氛圍
。中越雙方應客觀看待並妥善處理兩國間的分歧，努力
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促進共同發展。

杜伯巳表示，越南始終把越中關係放在越南外交的
優先位置，重視發展與中國軍隊的友好交往，願與中方
共同努力，進一步加強合作，保持兩國兩軍關係健康穩
定發展。對於存在的分歧，雙方要保持克制，妥善處理。

杜伯巳是應陳炳德邀請，於 11 日抵京開始訪華的
。中國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 13 日會見
了杜伯巳。訪華期間，杜伯巳一行參訪了國防大學、北
京軍區某裝甲師、海軍上海水警區等，實地了解中國軍
隊建設情況。

【本報訊】中國總理溫家寶將於20日至27日對
冰島、瑞典、波蘭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德國漢諾威
工業博覽會開幕式及中國夥伴國活動。中方表示，此
訪對全面深化中國與往訪國關係，推動中歐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和商務部官員 16 日
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會，透露溫家寶此次歐洲四國之
行的主要日程與預期成果。

出席漢諾威工博會
溫家寶此次歐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冰島。這是中冰

建交 41 年來，中國總理首次訪問冰島。結束對冰島
的訪問，溫家寶將應德國總理默克爾邀請出席漢諾威
工博會及中國夥伴國活動。這是溫家寶第六次訪德。

外交部副部長宋濤說，漢諾威工博會是世界上規
模最大的工業製造和加工行業的國際博覽會。中德兩
國總理將舉行雙邊會晤，共同出席工博會開幕式、中

德工商峰會並分別發表演講和致辭。溫家寶此訪將鞏
固中德關係發展勢頭，充實中德戰略夥伴關係內涵，
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新的發展。

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說，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
和全球第五大貿易夥伴，也是中國在歐盟內最大的外
資和技術引進來源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德經貿
關係更加密切，繼續走在中國與歐盟各國經貿合作的
前列。2011 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 1691.5 億美元，
增長18.9%，佔中國─歐盟貿易額的30%。訪問期間
，中德兩國總理還將參觀大眾汽車公司總部。相信這
次訪問將進一步推動中德經貿關係深入發展。

中德合作潛力巨大
此外，宋濤當天在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還表示，

今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40年來，兩國關係發展順
利，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深化。兩國互為重要合作夥
伴，建立了政府磋商機制。在經濟上，中德共同利益

多、互補性強，都注重發展實體經濟，同為製造業大
國，合作潛力巨大。

離開德國後，溫家寶將赴瑞典訪問。這是中國總
理28年首次訪問瑞典。

波蘭是溫家寶此次歐洲四國之行的最後一
站。這是25年來中國總理的首次訪問，也是
去年底中波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後，首位中國
領導人訪問波蘭。

宋濤透露，此次訪歐期間，中方將與往訪國
有關政府部門和企業簽署多項政府間協議和商業合
同，涉及經貿、人文等多個領域。溫家寶還將在華沙
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以及經貿論壇，闡
述中國對發展中歐關係的積極態度及舉措。目前，中
方正在抓緊做好最後的準備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溫家寶訪問歐洲將取
得圓滿成功。」宋濤說。

溫總將訪歐四國 推戰略夥伴關係

【本報訊】中國網十六日消息：
據俄羅斯國防部網站發布的消息，4
月 22 日至 29 日，俄中雙方將在黃海
水域舉行代號為 「海上協作-2012
」的海軍聯合演習。俄海軍副總司令
蘇哈諾夫日前曾強調，這次演習將是
俄中兩國海軍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海上
聯合軍演。

20軍艦將穿日本海峽
俄國防部的消息稱： 「俄羅斯海

軍此次參演軍艦的領軍者為太平洋艦
隊的旗艦 『瓦良格號』大型反潛艦。
太平洋艦隊此次參演的還包括 『特里
布茨海軍上將號』等3艘大型反潛艦
，以及4架卡-27艦載直升機等。」

俄太平洋艦隊指揮部的軍官稱：
「除 『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是從亞

丁灣參加完反海盜軍演之後直接趕往
演習地點之外，太平洋艦隊所有參演
軍艦和船隻均從斯特列洛克海灣出發
，將於 22 日抵達中國港口。24 日，
雙方正式開始聯合軍演，參演的俄中
軍艦數量將超過20艘。」

演習期間，中國海軍北海艦隊將

派出導彈驅逐艦與俄方艦船組成混合
編隊，共同穿越日本海峽，進入中國
黃海海域，在青島附近的海面上舉行
聯合軍事演習。在完成全部演習項目
後，俄中海軍還將在黃海海域舉行聯
合海上閱兵式。

日韓媒體高度關注
日本《產經新聞》稱，俄羅斯海

軍路線 「異常」，經過日本海似乎帶
着警告日本的意思。該報說，俄羅斯
軍艦要想到達黃海，完全可以從日本
東側海域繞行。穿越日本海峽的行為
讓日本感到不安。

而韓聯社則持另一種觀點：中俄
演習的區域是美國西太平洋戰略的核
心區，顯然是對抗美國力量的一種展
示。

《日本經濟新聞》則關心日本的
專屬經濟水域。該報稱，中俄在黃海
的 「日本專屬經濟水域」附近軍演，
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確保其在該海
域的權益，但是日本在該地區已經劃
定警戒線。

俄國防部的消息稱，此前，太平

洋艦隊已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參加
了 2005 年 舉 行 的 俄 中 「和 平 使
命-2005」雙邊聯合軍事演習。
「海上協作-2012」規模明顯大於
「和平使命-2005」。

日本共同社報道，中俄軍演規模
之大史無前例。韓國《東亞日報》稱
，從 2005 年中俄投入的兵力為 1 萬
人的數據可以推測，本次雙方的參加
兵力會是1萬人以上。

【本報訊】菲律賓總統阿基諾16日表示，他正在考慮
提名新的駐華大使人選，替換多次遭國會任命委員會抵制的
李永年。

據中新社報道，去年5月，阿基諾政府正式向國會任命
委員會提名李永年出任駐華大使，但一直未獲批准。阿基諾
16 日在菲總統府記者會上表示，在國會任命委員會對李永
年提名作出正式決議後，他會提名新的人選。

阿基諾表示，他會傾聽國會任命委員會的意見，了解他
們否決李永年的根據所在。由於形勢變化，菲律賓需要的駐
華大使人選的條件也要變化。

他提到，最近菲律賓與中國在黃岩島發生的艦船對峙事
件是促使他考慮新人選的原因。 「李永年早在一年前就被提
名了，但現在不同了，我們遇到了黃岩島事件和其他問題。
他是否擁有能夠幫助我們在這片 『危險水域』航行的必要技
能？」

自前任駐華大使周清琦去年2月卸任以來，菲律賓駐華
大使一職懸空已超一年之久。菲國會任命委員會此前已多次
推遲批准阿基諾對李永年的提名。

參議員奧斯敏納更是以李永年 「沒有外交經驗，不適合
擔任駐華大使這一重要外交職務」為由要求阿基諾撤銷對其
提名，但菲總統府此前一直宣稱 「不打算換人」。

菲華報章資料顯示，李永年在1987年至1991年期間曾
出任菲華商聯總會（簡稱 「商總」）第17屆和18屆理事長
，現為商總名譽理事長。

據稱，李永年與已故菲律賓參議員尼諾．阿基諾（現總
統阿基諾的父親）是同窗摯友。尼諾．阿基諾遇刺身亡後，
李永年全力贊助阿基諾夫人（現總統阿基諾的母親）競選總
統。阿基諾夫人就任總統後，曾委任李永年為總統特別顧問
兼無任所大使，協助總統促進菲律賓與各國友好和貿易關係
，後又支持他出任商總理事長。

因應南海對峙事件

中越總長同意妥處分歧

菲擬另提名駐華大使

▲ 十六日，
中央軍委委
員、總參謀
長陳炳德上
將在北京舉
行儀式，歡
迎越南人民
軍總參謀長
杜伯巳上將

中新社

十六日，執行 「和諧使命─鄭和艦環球行」 任務
的中國海軍 「鄭和」 艦從大連啟航，將前往十一個國家
進行友好訪問。這是中國海軍首次派遣單艦以學員為主
體執行環球任務，歷時將超過五個月。 宋偉攝

中國海軍首次單艦環球行啟航中國海軍首次單艦環球行啟航

中俄軍演兵力逾萬

（中新社製圖）

規模近年最大規模近年最大

▲中俄軍艦組成混合編隊將共同穿越日本海峽。圖為參加▲中俄軍艦組成混合編隊將共同穿越日本海峽。圖為參加 「「和平使和平使
命─命─20052005」」 演習的中俄海軍演習的中俄海軍編隊編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報訊】中新社馬尼拉十六日消息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言人16日就黃岩
島事件答記者問時表示，菲方 「擴大事態
的舉動」 令中方對局勢的走向高度擔憂。
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將所有船隻撤離黃岩島
海域，恢復該海域的和平安寧狀況。

【本報訊】菲律賓與美國 「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16
日正式展開，演習將持續到27日。此次演習舉行正值中國
與菲律賓南海對峙事件尚未結束之時，引發外界普遍關注。

據中通社報道，菲律賓作為東道主，出動了 2300 人，
而美軍出動了 4500 人，是美軍參加歷屆 「肩並肩」聯合演
習中，出動兵力最多的一次。此外，日本、韓國、越南等七
個國家將首次派出觀察員參加其中的人道主義救援與災害響
應演習環節。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的演習內容還包括油氣平台攻佔演
練，雖然其由頭是防止恐怖分子對油氣田的襲擊，但明顯另
有所指。

中央社報道稱，菲律賓參謀總長德羅沙指出，菲律賓國
內威脅已經大幅平靜，但最近國際形勢卻帶來許多不確定的
因素，在當今形勢之下，這場聯合軍事演習來得「正是時候」，
不僅可使菲美相互受惠，也再次確認了兩國之間的聯盟關係。

他並未就國際形勢做進一步說明。

中菲南海僵局尚未結束

美菲演練攻佔油氣平台

4 月 10 日上午，12 艘中國漁船在中國黃岩島潟
湖內作業時，被一艘菲律賓軍艦干擾，菲軍艦一度企
圖抓扣被其堵在潟湖內的中國漁民，遭到兩艘中國海
監船阻止，引發雙方艦船對峙。

中國駐菲使館發言人 16 日透露，考慮到當時事
發海域有軍艦、公務船和漁船，情況比較複雜，為避
免事態擴大，中國漁船於 13 日離開黃岩島海域。然
而菲方並未撤離，截至 4 月 15 日晚上，在該海域的
菲律賓各類船隻仍有 20 餘艘。更令人驚訝的是，還
有一艘 「考古船」進入黃岩島潟湖內開展所謂 「考古
打撈作業」。船上載有若干菲海警人員。 「這不僅侵

犯中方權益，而且違反相關國際公約，菲方這些擴大
事態的舉動，令中方對局勢的走向高度擔憂」。

古代沉船所有權屬中國
針對菲方所謂 「中國海監船干擾了載有九名法國

公民的菲考古船」之說，中國駐菲使館發言人指出，
黃岩島海域確有一艘中國古代沉船，其所有權屬於中
國。根據相關國際公約和中國法律，任何國家的公民
，未經中國政府許可進行此類活動，都是非法的。中
方要求這艘考古船立即離開黃岩島海域。

菲外長此前表示 14 日中國又有一艘海監船到達
黃岩島海域，認為是中方在擴大事態。對此，中國駐
菲使館發言人強調，中國政府公務船在黃岩島及其附
近海域進行例行性巡航執法。此次菲方採取侵權行動
在先，現仍有海警船在黃岩島海域。在此情況下，中
方公務船須繼續保持關注。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將所有
船隻撤離黃岩島海域，恢復該海域的和平安寧狀況。

發言人強調，菲方對黃岩島的任何權利要求都是
非法、無效的，菲應該回到承認和尊重中國對黃岩島

領土主權的原來立場上來。

願進一步溝通解決事件
發言人表示，中方認為，中國漁民的生產作業不

應受干擾。中菲雙方圍繞黃岩島出現過分歧，但是經
過多次磋商，雙方達成不採取任何可能使事態複雜化
和擴大化行動的共識。針對當前突發事件，中方在北
京和馬尼拉與包括菲外長在內的各層級官員進行了多
次溝通。雙方同意恪守共識，並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
題。

中國駐菲使館發言人表示，中方本着發展中菲友
好關係的善意，仍願就此事與菲方進一步溝通，力爭
這一突發事件得到妥善的解決。

菲總統：不會與中國開戰
另據中評社報道，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 16 日

表示，菲律賓不會因為黃岩島的爭議和中國開戰。他
引用已故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話說，寧可一直嘮叨，也
不要一直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