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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名被扣押船員名單
姓名

「遼丹漁23979」號
朱闖（船長）

朱凱

孫山

婁春勇

王志國

黃紹房

米寶磊

原夕文

邵德行

金波

「遼丹漁23528」號
王利傑（船長）

吳立民

鄭秀君

于忠臣

張振水

康利軍

王國棟

姜忠晶

王發斌

劉元林

「遼丹漁23526」號
韓強（船長）

王艷明

叢日勝

王樹山

張守義

趙麟

張喜文

翠小海

王喜賓

住址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克山縣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克山縣

吉林榆樹市環城鄉

遼寧莊河市興達街道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克山縣

河北滄州市海興縣

黑龍江哈爾濱市賓縣

山東萊州市沙河鎮

山東寧陽縣伏山鎮

遼寧蓋州市九寨鎮

遼寧莊河市王家鎮

黑龍江肇東市

黑龍江明水縣

黑龍江北安市

黑龍江大連市金州區

黑龍江北安市

黑龍江通化市柳河縣

遼寧大連市長海縣

遼寧普蘭店市

黑龍江哈爾濱市通化縣

不詳

遼寧大連市開發區

遼寧大連市長海縣

吉林撫松縣

安徽太和縣

遼寧大連市金州區

遼寧東港市

河北漯河市

吉林磐石市

【本報記者隋
曉姣北京十七日電
】北京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峰今日對大公報
表示，中朝今次漁業糾紛最大的關注點，是政治層
面上中朝關係似乎不錯的前提下，為何沒有被相對
柔和地解決？ 「相信這是很多中國人都想要問的話
題。」

朱峰說，今次事件是否屬於越界捕撈，在事實
認定上尚不清楚；即使存在越界捕撈，其管轄是否

需要使用軍隊的炮艇；同時對扣走的中國漁船提出
高額 「罰款」是否恰當，被扣押人員人身安全是否
有保障，朝方是否存在過度執法。

朱峰指出，本次事件凸顯了中國周邊的漁業糾
紛呈蔓延的趨勢，中國政府應加強對漁民的相關教
育，漁民要有非常嚴格的法律意識，避免因捕漁作
業釀成國際糾紛，這是漁民的公民責任。同時，即
使朝鮮方面再不透明，中國對類似的糾紛也應與之
建立起相關制度化的處理機制。他強調，此次事件
反映出中朝關係的複雜性和不穩定因素。在這種背

景下，中國對於中朝之間可能發生的問題要有預案
和有效的應對措施。

「如果不是朝鮮正當執法部門的行動而是跨國
犯罪案件，更應該引起中朝雙方的高度重視。」朱
峰強調，現在漁民被 「不明身份」朝方人員劫持，
索取的是 「贖金」還是 「罰款」也不清楚，中國應
當搞清楚是否只是越界捕撈引起的漁業糾紛，還是
可能上升至刑事案件。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必須有
效協調，搞清問題事實，關注被扣押漁民的基本生
命財產狀況。

另有專家對媒體分析說，中朝海洋執法的衝突
比中韓更甚，因為中韓媒體都較為透明，兩國政府
迫於國內壓力處理得比較快，但中朝關係則比較特
殊。朝鮮此前甚至打死過中國漁民，類似事件的發
生頻率和衝突性質比中韓還要嚴重。

中朝應建糾紛處置機制

「遼丹漁23528」、 「遼丹漁23536」、 「遼丹漁23979」
3艘中國漁船共29名船員8日在中國海域捕魚時被朝鮮不明身
份人員控制。5月9日8時50分，人質首次通過不明身份人員
的衛星電話來電稱，對方要求船主為每艘船匯款 40 萬共 120
萬元人民幣後才放人放船。一位涉事船主透露，對方15日晚
下最後通牒，提出的最新要求是90萬元 「贖金」，並揚言如
果拿不到錢就將殺害船員，17日為截止期限。每艘船近10名
被扣押的船員，被關在3至4平方米大小的前艙中，船員沒有
休息時間，也吃不飽。

目擊朝鮮小炮艇押走中國漁船的幾位漁民均表示，當時確
定在中國海域作業。目擊事件經過的船主楊洪斌指出，事發海
域位於東經123度57分、北緯38度05分，而東經124度才是
漁民心目中的中朝兩國海上分界線。

「綁匪」 穿制服說漢語
涉事的 「遼丹漁23536」號船東孫財輝表示，事發當時朝

方兩艘接近中國海監船大小的朝方艦艇突然駛過分界線，將中
方4艘漁船押往朝方海域。兩艘小艇的船舷分別塗有由阿拉伯
數字和朝鮮文組成的 「189號」和 「28部」字樣。船上有說漢
語的中國人，也有朝鮮人。朝鮮人裡面有些穿制服，有些穿便
衣。他們手持槍械，因此中國船員不敢反抗。此次事件中，楊
洪斌的船隻 「遼丹漁23537」已順利返航，但獲釋途徑不詳，
他正協助其他船主處理相關事宜。

「遼丹漁23536」號船主張德昌9日接到被扣船長打來的
電話說，船隻被帶往朝鮮海域後，對方逼他在朝鮮文字書寫的
文件上簽字畫押，文件內容不詳。

張德昌還說，對方要求中方船主繳納贖金，方才放船，對
方同時提供了一個中國手機號碼，讓中方和手機持有人聯繫交
款事宜。期間相關船主還收到不明身份人員打來的電話，他們
不斷變換手機號碼，捎話說贖金數量還可以再談。

一位熟知內情的丹東市民告訴大公報，朝鮮 「扣船扣人」
的事情時有發生。自90年代中期丹東附近海域漁業資源變少
後，有些私人船主通過內地的朝鮮翻譯（當地俗稱 「二高麗
」）聯繫朝鮮人越境捕撈。因為這些灰色鏈條的存在，朝鮮軍
警常常扣下中國的漁船和漁民，早些年還只是為了要米要油，
現在是直接要錢，給錢就放。

留下丹東手機號聯絡
針對贖金收款人手機歸屬地在丹東、丹東黑社會可能參與

其中的猜測，這位知情人士分析說，朝鮮在丹東設有很多公司
，朝鮮的國有商社也都有駐丹東辦事處，留下丹東的手機號碼
並不稀奇。丹東和朝鮮之間的溝通，經常是通過這些中間人
（在丹東的朝鮮族或朝鮮人）進行。

丹東市公安局一位民警向本報表示，丹東沒有稱得上黑社
會的組織，否則丹東市公安局不會不參與處理，而目前丹東市
民中了解這一消息的並不多。

「丹東現在很平靜，朝鮮商社的人最近天天都來我們這買
貨物，沒聽說過這個事。」在丹東從事邊貿生意的張小姐告訴
記者。

以往，被扣押的幾艘漁船都停泊在大連市金州新區杏樹屯
漁港。事發後的漁港只停泊三四條漁船，顯得很冷清。杏樹
屯漁港漁政人員透露，平時漁民在該海域作業時就有一些身份
不明人員開摩托艇攜帶槍支恐嚇作業漁船。

5月8日，3艘中國漁船在中國海域捕魚時被
朝鮮不明身份人員劫持進入朝鮮海域，29名中國
船員至今仍未獲釋。對方要求贖金90萬元，今天
是最後限期，如不付款連人帶船 「處理掉」 。中
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今天表示，中方正通過
有關渠道與朝方保持密切溝通，爭取盡早解決有
關問題，中方要求朝方確保中國船員安全與合法
權益。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七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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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熱議 冬天：中國外交政策軟弱，
只停留在 「口頭譴責」，事發時

間為5月8日，外交部到16日才表示已注意到相關報道，
反應遲鈍。

羅毅：中國漁民誰也沒惹，只是部分國家覬覦中國豐
富的海洋資源，借中國漁民來對中國敲詐勒索。

三金：中國漁民屢遭鄰國扣押，中國漁民已經成為高
危職業。

淺海微藍：中國漁民被扣事件常在菲律賓、越南、韓
國、日本、朝鮮相鄰海域發生，證明了國家周圍全是虎視
的敵人。

小麥：中國一向和平友好的溫婉態度讓周邊小國都蠢
蠢欲動通過不正當的途徑覬覦得到一些非己利益。

郎豐波：國家以人為本，先交錢救人再說，然後再調
查處理。

【本報訊】5月17日，被朝鮮不明
身份人員扣押的中國漁船 「遼丹漁
23536」號船船主張德昌在其微博發帖
求助，微博稱： 「我們有20多個船員被
朝鮮方面劫持，我現在焦頭爛額，被劫
持的船員家屬找到我痛哭。我也沒啥辦
法，去找政府，當地政府只來了一個鎮
長安撫我們一下，就走了。船長通過衛
星電話說，朝鮮那邊一開始說，每條船
要 40 萬元，現在減至 30 萬元，付錢放
人。說實話，我們沒錢。我有兩點訴求
，第一，把人安全放回來，這是最重要
的；第二，放回船隻。」

張德昌還說，朝鮮那邊是民間的人
還是政府的人，我們不能確認。但可以肯
定的是，事件有中國人參與，那邊有人
講中國話。還有網上消息說，不交錢就
殺人，我得到消息不是這樣的。被抓的
船長通過衛星電話說，不給錢，就把我
們的船處理掉，人怎麼處理，不好說。

「遼丹漁 23536」號船東孫財輝也發
微博說： 「我們三艘漁船於 5 月 8 日在
中國海域59區域作業時，被朝鮮一艘快
艇靠上來，無任何理由就把我們三艘漁
船強行押走，到現在已經10天了，船上
沒啥吃的，人的情況不好。事發後，我
們馬上聯絡丹東漁業局、漁港監督局、
丹東市海警二支隊，但他們紛紛推卸責
任，都說不關他們的事。」

專家解讀

【本報訊】據《馬尼拉公報》報道稱，菲律賓香
蕉出口商近日頻頻向政府抱怨，自從香蕉被限制出口
中國後，他們的很多香蕉被囤積在中國的港口，目前
已損失約10億菲律賓比索（約合1.48億元人民幣）。
為此，菲農業部官員本周將訪華與中國官員會面，商
討如何確保菲出口水果符合中國質量檢驗標準。

菲擬將香蕉轉口美日
菲律賓貿易部長格雷戈里．多明14日表示，由於

中國加強了對菲律賓香蕉進口的審查，香蕉的出口量
正在遞減。他還承諾，這種影響將是暫時的。

格雷戈里說，出口香蕉與黃岩島事件無關，政府
將此看成一個技術問題，這也是為何接下來將派遣一

支菲律賓專家技術團訪問中國的原因。
阿基諾14日還表示，他已下令有關部門加強對菲

律賓香蕉出口市場的多元化拓展，從而不用因出口單
一而受限。據了解，菲律賓正替本國香蕉另尋出路做
兩手準備，包括將香蕉轉而出口到日本、中東、美國
及其他亞洲國家。

「現在所有的菲律賓對華出口商都非常急，他
們很多香蕉都爛在碼頭了。」5月14日，菲律賓華文
報紙《商報》對《每日經濟新聞》透露。近日，中國
與菲律賓之間的經貿往來已隨黃岩島事件的發酵開
始受到一些影響。據菲律賓媒體報道，菲律賓香蕉出
口商稱，截至 11 日，中國繼續拒絕讓 1500 個集裝箱
的菲律賓香蕉入關。與此同時，《每日經濟新聞》記
者從多家旅行社獲悉，他們已暫停赴菲律賓旅遊的發
團和報名業務，並開始實施勸退、全額退款等措施。

旅遊業已感龐大壓力
「不光在水果等農產品方面，在旅遊方面，由於

中國是菲律賓的第四大旅遊來源國，菲律賓的旅遊行
業協會也已感到很大壓力。」莊銘燈透露，菲律賓的
電子產品出口到中國也比較多，但多是電子零部件，
主要是美國、日本、韓國在菲律賓設廠生產，然後出
口到中國。

據悉，中菲的經貿往來也開始在電子零部件、礦
產等方面顯現出一些影響。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十七日消息：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洪磊在 17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就菲律賓日前發
布休漁令回答了記者相關問題。

有記者問：菲漁業與水產資源局負責人 16 日稱
，即日起在部分海域實施為期2個月的休漁令。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重申，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為保護海洋
生態，中國政府多年前就已開始在有關海域實施伏季
休漁制度。

日前，中國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宣布，從5月16

日 12 時起，中國南海大部分海域將進入為期兩個半
月的伏季休漁期，黃岩島海域也屬此次休漁制度的控
制範圍。

菲外交部此前聲稱，菲方不承認中方發布的休漁
令，但為補充漁業資源將發布自己的「禁漁令」。

菲媒體引述漁業和水產資源局消息稱，這項禁令
是為便於該機構漁業專家對黃岩島開展研究，以決定
實施保護的方法。菲漁業和水產資源局局長佩雷斯稱
，為期兩個月的 「休漁令」可能會延長，但 「這要取
決於研究的結果如何」。

【本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7日表示，中
方注意到菲方關於維護雙邊關係的一些積極表態，望
菲方發出清晰、一致的信息，以利於雙方進行嚴肅認
真的對話。

在17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據報道，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16日稱，希望菲民
眾團結一致，守衛國土，也希望菲中領土爭端盡早得
到解決，菲中關係重回正軌。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洪磊表示，中國政府堅定維護領土主權，同時堅
持通過外交協商妥善處理當前事態。

「我們注意到你提到的這個講話，同時也注意到
菲方關於維護雙邊關係的一些積極表態。希望菲方在
外交解決方面能夠發出清晰、一致的信息，以利於雙
方進行嚴肅認真的對話。」洪磊說。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16日任命兩名中國事務特使，
任期 6 個月，主要任務是推動菲中政府間友好交流、
鼓勵中國公民來菲旅遊和籌備菲官員訪華。

洪磊就此表示，中方注意到菲方重視雙邊關係的
態度，希望看到菲方的實際步驟，為維護兩國合作創
造必要的氛圍和良好的環境。

【本報訊】據中新社馬尼拉十六日消息：菲律賓
民間團體 16 日舉行活動，抗議美軍核潛艇停靠蘇比
克灣。菲國防部發言人加爾維茲透露，美軍核潛艇只
是 「例行停靠」，這與菲律賓與中國在黃岩島持續的
海上對峙事件 「沒有關聯」，美方早在4月3日就已
向菲方提出請求。

組織抗議活動的菲 「全國民主運動」稱，參加抗
議的民眾在蘇比克灣都市管理局大門前高舉標語，呼
喊口號要求 「美國潛艇立即離開蘇比克」， 「立即廢
除菲美《訪問部隊協議》（VFA）」。

菲 「全國民主運動」蘇比克地區發言人蒙特馬約
爾指責，美軍核潛艇來訪是美國的 「武力展示」，是

企圖加劇菲律賓與中國因黃岩島事件而產生的摩擦。
她認為，美國竭力把自己包裝成菲律賓的 「老

大哥」，但實際上美國才是真正的 「大惡霸」，目
的只是為在亞太地區攫取更多利益， 「美國人應該
遠離 『西菲律賓海』（國際社會通用地名為 『南海
』）」。

菲 「全國民主運動」16 日晚間透露，17 日，還
將組織大批民眾赴美國大使館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美
國軍隊離開南海。

菲國防部 16 日聲稱，美國海軍 「北卡羅來納」
號核動力潛艇停靠菲國蘇比克灣並浮出水面 「沒有特
別之處」，只是外國艦艇的一次 「例行停靠」。

菲民眾抗議美核潛停靠

中方促菲表態信息一致 菲挽面子發布禁漁令

▲菲律賓香蕉佔中國進口▲菲律賓香蕉佔中國進口
總量的大多數總量的大多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東華僑
華人當地時
間 16 日在
紐約繼續就
黃岩島事件
抗議菲律賓
的行徑

中新社

▲ 「遼丹漁23527」 號船上的北斗衛星儀器所記錄的船隻
運行軌跡顯示，該船未越過東經124度線（紫色線），確
定在中國海域內 網上圖片

▲15日， 「遼丹漁23527」 號回到大連漁港 網上圖片

近年中國漁民被外國抓扣事件

2011年
10月18日

2011年
12月3日

2011年
12月12日

2012年
4月19日

2012年
1月17日

2012年
3月31日

2012年
5月8日

菲律賓一艘炮艇在南海黃岩島附近，撞擊
一艘拖曳25艘小船的中國大型漁船。菲
律賓官方辯稱該炮艇是在試圖靠近中國漁
船檢查時，轉舵裝置故障，相撞純粹 「小
意外」 。
菲律賓海軍在巴拉望島南端靠近巴拉巴克
海峽的海域，以 「非法捕魚」 為名扣留5
名中國漁民。
兩名韓國海警在黃海海域執法時與中國漁
民發生衝突，一死一傷。韓方指稱海警死
傷由中國漁船船長以利器刺中造成，並拘
捕船長與8名船員。
中國船長程大偉被韓國仁川地方法院以
「殺人罪」 和 「妨害特殊公務執行罪」 ，
判處30年監禁，並處罰金2000萬韓圜
（約合人民幣11萬元）。同案的中國漁
船 「遼葫漁」 號船長劉連成和 「魯文漁」
號、 「遼葫漁」 號8名船員，分別被判
18個月至5年監禁，並被處以罰款。
一中方漁船遭韓國海警扣押，13名船員
遭韓海警毆打，數名船員受傷。
一艘中國漁船「非法進入」太平洋島國帕勞
，並與海警發生激烈對抗，帕勞海警開槍
誤殺1名中國漁民，當即抓扣5人。
3艘中國漁船29名船員在中國海域內被
不明身份人員強行押到朝鮮海域，索要贖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