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不接受韓單方判決
韓法院判中國船長30年監禁並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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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仁川地方法院十九日援引韓國
「專屬經濟區法」 ，判處涉嫌刺死韓國海
警的中國漁船 「魯文漁」 號船長程大偉有
期徒刑三十年，並處罰款二千萬韓圜（約
合人民幣11萬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
為民當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韓在黃
海尚未劃定專屬經濟區界限，中方不接受
韓方單方面適用 「專屬經濟區法」 對中國
漁民作出判決。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九日電】
韓法院判決書說，程大偉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曾

多次進入韓國經濟水域捕魚。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程
大偉在非法捕魚而遭到韓國海警執法時，指示船員妨
礙韓國海警登船執法，在韓國海警登船後刺傷韓國海
警李洛勳，並在海警突然發射照明彈後 「驚慌之下條
件反射性地揮刀，刺中韓國海警李清浩並導致其不治
身亡」，因此犯有 「殺害執行公務者未遂和殺害執行
公務者之罪」。

判決書說，鑒於程大偉殺人並非故意、反省態度
真誠，判處其三十年監禁和相應罰款。

其他涉案船員分別獲刑
同時被還判處的還有因涉嫌妨礙特殊公務執行而

一同被起訴的八名船員。其中兩名被判處兩年有期徒
刑，罰款一千萬韓圜（約合人民幣五點六萬元），六
名被判處一年零六個月有期徒刑。 「遼葫漁」船長劉
連成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罰款二千萬韓圜（約合人
民幣十一萬元）。

判決稱如果無能力繳納罰款的話，將以每天五萬
韓幣（約合人民幣二百八十元）價值的勞動代替。

程大偉等人當庭並未表示是否上訴。據悉，辯護
律師將於下周探視程大偉等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在當天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韓在黃海尚未劃定專屬經濟區界限，中方不接
受韓方單方面適用 「專屬經濟區法」對中國漁民作出
判決。事件發生後，中方一直與韓方保持密切溝通，
敦促韓方理性、公正、妥善處理此案。中方將繼續關
注案件進展，並為本案中當事中國公民提供必要協助
，維護他們的正當、合法權益。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九日電】清華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接受大公報採訪表示，中國船
長刺死韓國海警的案件是一個個案，中韓雙方都應從
這個悲劇中吸取教訓。對於中方，在進行海上捕魚作
業時要按照兩國漁業協定等相關法律法規行事；對於
韓方要進一步和中方保持溝通，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劉江永說，這個案件是一個不幸的事件，無論對
中方還是韓方、漁船還是海警，都是一個悲劇，是不
該發生的事情。現在重要的問題是，不要讓一個個案
成為引發兩國各方面更大不恰當反應的新聞由頭；而
是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避免再度發生類似事件。

對於中方來說，特別在進行海上作業捕魚時，要
按照兩國漁業協定等相關法律法規行事；遇到類似情
況，應該和中國使領館、海上執法部門保持聯繫，根
據中國國家法律規定行事，不能隨意採取行動。

對於韓方，一方面他們會加強海警的裝備和人員
的訓練，另一方面也會進一步和中方在這個問題上保

持溝通，避免類似事件發生。劉江永表示，希望事情
可以作為個案得到妥善處理，這只是海上發生的一起
刑事案件，不應該把它炒作成一個中韓間的關係問題
，也不涉及海上劃界問題。

韓警存在過度執法
中山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魏志江對中通社表示

，對船長的此次判決與國際法無關，是根據韓國國內
法進行的，但未判死刑應是已經考慮到中韓外交大局
。不過，魏志江認為，韓國已基本廢除死刑，縱然判
處死刑也不會執行，所以三十年有期徒刑和判處死刑
後轉為無期徒刑的差別不大。

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國強則認
為，事發海域中韓並沒有劃分疆界，韓國援引本國的
政治經濟學的法律來約束在黃海的漁業活動，既不公
正也不合理。且韓國海警存在過度執法甚至是暴力執
法的問題，韓方並未考慮。

【本報訊】中通社北京十九日消息：中菲兩國在
黃岩島海域對峙之際，菲美選在敏感的巴拉望海域舉
行 「肩並肩」大規模軍演。中國繼十八日派出最先進
漁政船前往南海執行維權護漁任務後，今日再有報道
說， 「至少一艘核潛艇已經出海奔赴南海巡邏」。

來自各方面的信息顯示，隨着周邊某些國家不斷
的挑釁，中國政府的維權立場正在變得強硬。十九日
官方《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沒有什麼風浪
能動搖 「中國定力」。

該文章說， 「黃岩島海域風波再次凸顯了中國同
周邊國家關係中的複雜因素。個別國家出於不健康的
心理，人為製造同中國的爭端，甚至嘗試着借助外部
力量用既成事實侵蝕中國核心利益。這實在是過於天
真，是對中國周邊外交的誤讀。」

強力回擊菲無理取鬧
文章並指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是中國外交的使

命，不容含糊。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它是否弱小，只
要是無理取鬧，注定要受到強有力的回擊。

除輿論外，近日中國在漁政船的調派方面也強化
了力度。十八日，中國最先進的南海漁政310船從廣
州出發，前往南海執行維權護漁任務。

據資料顯示，中國漁政310船的總噸位2580噸，
長108米、寬14米，續航力為6000海里、持航60個
晝夜、可駛往國際無限航區、最大航速可達每小時

22海里。配備船載Z-9A型直升機。從圖片看，該船
首有類似武器的設備，但官方並未給予證實。

另據中國南海網引述外媒的消息說，根據美國軍
方最新的情報，中國解放軍南海艦隊基地的潛艇數量
在最近一段時間大大增加。衛星圖片顯示，解放軍南
海三亞基地原來集結的三艘094核潛艇最近也有調動
跡象，至少一艘核潛艇已經出海奔赴南海開始巡邏。

報道稱，中國海軍目前共有 70 餘艘各型潛艇，
一些美國軍事專家認為，假如中國海軍與越菲兩國海
軍在南海突然爆發衝突，中國海軍有能力在美國海軍
趕到之前就打垮對方。

專家稱中國需立威
央視特約評論員尹卓少將認為，自出現爭端以來

，事件一直停留在外交與法律的層次上，菲律賓的目
的是阻止事件態勢的擴大，同時保持黃岩島事件的熱
度，這一方面是為了拉近其與美國的關係，將對峙事
件拖延到美菲進行聯合軍演，對美國發出盟友訊號。
另一方面是為了改善與國內軍方的關係，補償在阿基
諾上台時菲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另外，菲中兩國在
黃海海軍勢力上懸殊巨大，若事態發展到軍事行動階
段，菲律賓會以慘敗收場。

央視特約評論員、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周慶安
副教授認為，中國對此次事件的處理方式着重在立德
和立威。在立德方面，中國一直秉承的態度是：主權

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尊重國際規則，呼籲對
峙雙方對話解決問題；而立威的目的也是為了立德，
如果不在保護漁民權益與平衡島嶼爭端上加大必要執
法力度，也許會給周邊國家傳遞錯誤信息。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九日電】《全
國海島保護規劃》十九日由國家海洋局公布
實施。《規劃》將中國海島分為黃渤海區、
東海區、南海區和港澳台區等四個一級區進
行保護，確定了海島資源和生態調查評估、
領海基點海島保護、海島生態修復等十項重
點工程，對於保護海島及其周邊海域生態系
統、合理開發利用海島資源、維護國家海洋
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海洋局海島管理司司長呂彩霞表示
，這是中國第一次針對海島出台規劃，對中
國海島經濟發展、探索海島發展新模式具有
重要意義。她透露，海島旅遊是海島保護和
開發利用的重要部分，海洋等部門正在研究
制定全國海島旅遊規劃，積極利用遊輪旅遊
、遊艇旅遊等特色形式，將海島旅遊打造成
全國旅遊市場的新增長點。

規劃提出，未來將加強海島生態保護，
規範海島開發秩序，改善海島人居環境，增
強特殊用途海島保護力度。在現有保護區的
基礎上，新建十個自然保護區、三十個海洋
特別保護區，對百分之十的海島實施嚴格保
護；建立海島監視監測體系，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海島保護巡查制度；對領海基點海島的
保護狀況進行評估，對部分嚴重受損的領海
基點海島進行修復；開展領海基點、自然保
護區、國防等特殊用途海島的標誌設置工作
；加強海島上的助航導航、測量、氣象觀測
、海洋監測和地震監測等公益性設施保護措
施。

保護與開發相輔相成
全國政協委員林嘉騋接受大公報採訪時

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航空業、高速鐵路
、高速公路的發展都非常迅速，海島的開發

卻被遺忘了。中國有六千多個海島，有的幾乎沒有人居住。對
這些島嶼，國家應當充分利用起來。南海的海域比較遼闊，建
議國家除了加強海防力量外，更重要的是加大海上建設，保護
和開發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他指出，雖然中國提出了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實際上
卻捨近求遠，基本都是到中東、中南美洲等地方收購油田，真
正自己南海有海域權的海域，卻沒有開發。現在國家已經開始
重視，出台了海島法，對無人居住的小島也開始試點拍賣、讓
私人的資金投入。

他建議，有些海島可以發展成為國際旅遊地，有的可以開
發油田經濟、郵輪經濟，開闢海岸線。 「這樣一來，荒蕪的地
方有人居住、有人旅遊，周邊的國家就不會覺得你鞭長莫及、
沒人來我就佔領了。」

林嘉騋說，未來可以考慮海峽兩岸共同開發海島資源，包
括共同合作開發海底石油天然氣，發展海島的旅遊業，兩岸建
立混合艦隊，共同防衛國家的南海的海權，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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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海洋警察廳稱，三艘中國漁船涉嫌在新安郡黑山面
可居島西南方約58公里海域非法捕撈被拘捕。海警還
在黑山面紅島西南方約53公里海上，拘捕了兩艘中國
漁船。

一艘中國漁船遭韓國海警扣押，韓方執法者在沒有發出
任何停船警告的情況下登船，並野蠻毆打13名中方船
員，致三人頭破血流、昏迷不醒。

濟州海警所屬的1500噸級警備艇抓扣了一艘載有18名
漁民的非法作業中國漁船，將其押往濟州港。

韓國海警最少抓獲12艘船身捆綁在一起的中國漁船，
這是韓國海警首次集體抓獲中國漁船。

韓國全南木浦海洋警察署扣押3艘 「非法捕撈作業」 的
30噸級中國漁船，並對被扣留的31名船員進行調查。

韓國 「西海漁業管理辦公室」 在韓國專屬經濟海域扣押
了一艘涉嫌 「非法捕撈」 的中國流網漁船。

韓國海警在白翎島西方21公里海域扣押了一艘100噸
級的運輸船 「丹漁浦」 號，該船舶涉嫌向進入韓國專屬
經濟海域的中國漁船提供糧食、燃油和漁網等物資。

韓國當局拘捕了在韓國專屬經濟區域進行 「非法捕撈」
的4艘中國籍拖撈船。

專家之見 中韓都應吸取教訓

就黃岩島對峙顯強硬立場

中國核潛艇南海巡邏

【本報訊】中新社馬尼拉十九日消息：菲律賓軍
方十九日聲稱，菲律賓已將考古船撤出黃岩島海域。

菲律賓軍方北呂宋地區司令阿爾坎塔拉當天聲稱
，由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派出的考古船 「薩蘭加尼號」
已於十八日晚上離開黃岩島海域，早前進入黃岩島海
域的菲律賓漁船也已離開。他還向媒體澄清，這艘考
古船未受到中方人員 「威脅」，期間亦未發生 「不同
尋常的」事件，形勢 「穩定」。

阿爾坎塔拉同時透露，兩艘中國海監船和一艘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搜救船目前仍在黃岩島海域 「對
峙」。

中國駐菲使館發言人十六日曾表示，一艘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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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要求這
艘考古船立即離開黃岩島海域。

菲稱考古船撤出黃岩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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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法院對涉
嫌刺死韓海警的
中國漁民（中）
判重刑並罰款，
中山大學韓國研
究中心主任魏志
江預測，此次事
件應不會對兩國
外交大局產生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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