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學者舌戰美菲專家
斥誤導：中國從未稱擁所有南海島礁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A18中國新聞責任編輯：呂 陽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八日電】近日有軍方人士
表示，按慣例新成立的三沙市應設立師級軍分區。國防
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今日回應稱，我國在省級、地級、
縣級行政區劃單位都設置了相應的軍事機構，軍隊將根
據有關規定，研究相關軍事機構的設置問題。在回答有
關越南堅持要用軍機巡視南海時，耿雁生強調， 「我們
堅決反對任何軍事挑釁行為。對於危害國家安全利益的
行為，中國軍隊將根據相關規定採取相應的行動。」

對於若越南戰機在所謂的巡視過程中入侵三沙市的
領空，中國軍方將如何應對，耿雁生表示，中國軍隊始
終肩負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職責
任務，這與三沙市的設立與否沒有直接關係。

耿雁生重申，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
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堅決反對任何軍事挑釁行為。他並
強調，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軍隊
在管轄海域已經建立了常態化的戰備巡邏制度。

西太例行訓練符國際法
針對近期日媒炒作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在西太平洋地

區的訓練活動，中國正大力發展「海上霸權國家」的言論
，耿雁生指出，日媒的有關言論「沒有根據」。西太平洋
相關海域是各國都享有航行自由權利的海域。中國海軍
艦艇編隊在這一海域進行年度計劃內的例行訓練，不針
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實踐。

對於在夏威夷剛剛舉行的環太平洋聯合軍演，耿雁
生表示，「不認為這是一個多麼大的事」。他重申，希望有
關各方多做有利於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而不是
相反。耿雁生並宣布，中國海軍「益陽」號、「常州」號護
衛艦和「千島湖」號補給艦組成的編隊，將於7月3日從
舟山啟航，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接替執行護航任務。

【本報訊】中通社二十八日消息：中國海洋石油總
公司（中海油）26日公布在南海地區對外開放9個海上
區塊後，東南亞國家的相關企業表示對此感興趣。

據中海油網站顯示，9個海上區塊水深在300-4000
米之間，總面積為160124平方公里，其中7個位於中建
南盆地，2個位於萬安盆地與南薇西盆地部分區域。

越南外交部發言人梁青毅 26 日宣稱， 「中國方面
在越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內進行國際招標的做法是非
法和無效的」。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中
國企業公布南海油氣招標區塊是正常的企業行為，符合
有關的中國法律和國際慣例。

《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網站 24 日報道，菲律賓菲
萊克斯石油公司正準備與中海油共同開發南海禮樂灘的
石油。該公司主席兼總執行長彭澤仁表示，公司作為石
油公司，沒有資格，也沒有獲得授權談論主權問題，相
信與中方在爭議地區可以制定出一個合適的開發模板。

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對外合作部公共關係主管威
爾遜對記者說，該公司 「不強調政治爭端，主要考慮經
濟利益，通常以承包商的身份進入合作開發，通過開採
分成為馬來西亞創造經濟利益。」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26 日發表文章表示，南海
主權爭議是部分西方國家挑起的，主要是想阻撓中國─
東盟成為一體化的市場。中國和東盟國家應該盡快擱置
南海主權爭議，加強能源的合作和開發。

泰國國家石油公司財務總監素隆表示，該公司還未
進入南海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氣開發，此次中海油在南海
地區對外開放海上區塊，泰國國家石油公司也感興趣，
將探討進入南海海域石油開採的可能性。

【本報訊】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
國務卿坎貝爾 27 日在回答中評社記者提問時表
示，希拉里國務卿與楊潔篪外長在即將舉行的東
盟地區論壇上會討論全方位的政治與安全問題，
當然會涉及南海爭端，美國有意小心翼翼地應對
這個問題。

坎貝爾在出席美智庫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舉行的南海問題專題研討會上宣布

，希拉里與楊潔篪將在7月初於柬埔寨舉行的東
盟地區論壇上宣布醞釀一年多的美中合作新計劃
，致力於人道救援、減災、野生動物保護等能力
建設，從而展示兩個大國通過共同的接觸與合作
，對亞太地區的明確承諾。

被中評社記者問到即將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
上，美國將在推動南海爭端解決方面發揮什麼作
用時，坎貝爾表示，美國希望通過與中國的新合
作計劃，清楚地展示已有成果、可持續的方式與
中國合作的決心。

坎貝爾宣稱，對於南海爭端， 「美國有意小
心翼翼地應對這個問題，並以基於非常清楚的特
別原則的很好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這個過程會
在柬埔寨繼續下去。」

模糊回應美菲共同防衛
被菲僑問及美國是否在南海爭端上尊重美菲

共同防衛條約的承諾時，坎貝爾的回應依然模糊
。他說，奧巴馬總統已經強調美國強勁支持菲律
賓，在與阿基諾總統會晤時談到了多個領域的合
作；最近美方轉交了第二艘巡邏艇，美國也會幫
助菲律賓進行能力建設，將來還會有適當的接觸
以提高相互之間的能力；相信美菲盟約關係是強
勁的。

解放軍南海戰備巡邏常態化
國防部：堅決反對越南挑釁

美官稱小心應對南海爭端

中海油開發南海
菲馬泰企樂參與

中新社華盛頓二十七日消息：按照事先通知，當天
的會議不允許與會各國專家使用PPT（文稿圖形演示）
，特別是在其中展示南海地圖。中國專家遵守了規定，
但美國與菲律賓的與會者卻使用了PPT，當天最激烈的
交鋒便是由他們展示的兩張地圖引起的。

「為什麼你的 PPT 中的地圖只有一部分的南海？
」在嘉賓演講結束後，本應第二天發言的上海交通大學
凱原法學院特聘教授傅成第一個站起來，對主持會議
的CSIS資深顧問和東南亞項目副主任莫瑞．希伯特提
出質疑。

美智庫兩次誤導聽眾
傅成指出，希伯特所展示地圖中標出的南海將整

個泰國灣（舊稱暹羅灣）一帶的水域排除在外，致使中
國主張的南海水域看起來特別大，這是在誤導；希伯特
在發言時說中國聲稱對所有南海島嶼擁有主權，這也是
在誤導。

「中國從來沒有主張所有的南海島礁屬於中國，比
如納土納島非常靠近中國的 U 形線，但中國從來沒有
聲稱它屬於中國。」傅成說。

「亨利，為何你的地圖中還保留所謂的卡拉延群
島（菲律賓對南沙群島的稱呼）？」傅成接對菲律
賓外交部海洋和海事秘書處委員會秘書長亨利．本索托
的地圖提出疑問。

菲越 「聲索」 無歷史依據
傅成指出，菲律賓自上世紀 60 年代才聲稱擁有

這個群島的主權。但實際上，中國沿海漁民千年來一直
在使用這些島嶼。中國政府於 1947 年開始海上劃界，
那時就在南海劃定了 「9段線」（又稱U形線），這在
國際法上完全站得住腳。

傅成在會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只主張
「U形線」內過去沒有人居住、無人主張並且中國最早

開始使用的這些島礁屬於中國，而美菲學者卻故意誤導
似乎中國要把菲律賓等國全部排擠出南海。

傅成表示，中國人的祖先自古就在使用、管理南
沙群島的島礁和水域，歷史上多個朝代的皇帝也曾派人
到這裡調查、巡邏、拘捕海盜，這是有歷史證據的。

「我去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的大學圖書館和檔案館
調查過。他們沒有歷史依據。」19 年前就出版過南海
問題專著的傅成指出，越南曾經試圖造假，但很快就
被西方學者識破。

「中國不怕國際法」
會上，本索托與其他一些與會者一再聲稱通過國際

法和多邊渠道來解決南海問題，試圖渲染中國不敢上國
際法庭。

對此，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回應稱，多邊談
判把一些不相關的非聲索國牽扯進來，無助於問題的解
決。 「中國不怕國際法」，不怕最終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南海問題，只是現在通過司法途徑解決還不成熟，通過
雙邊會談完全可以解決。例如中國跟越南就是通過雙邊
談判成功解決了北部灣的劃界問題。

吳士存會後對記者表示，真正上法庭的話，中國是
最有歷史法理依據主張南海諸島主權的國家，我想找不
出第二個國家了。

商務部冀外商調整戰略

【本報訊】美國智庫 「戰略與國際研究
中心」 （CSIS）27日在華盛頓就南海問題
舉行研討會，中國、菲律賓、美國、越南、
澳洲等多個國家的專家與會。針對美菲專家
違反會議規定，利用 「PPT」 展示南海地圖
的舉動，來自中國的學者與其展開 「舌戰」
，直言美菲專家試圖製造 「中國要把菲律賓
等國全部排擠出南海」 的錯誤印象。中國學
者同時強調，中國是最有歷史法理依據主張
南海諸島主權的國家，目前多邊談判無助於
南海問題的解決。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八
日電】受國際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
危機等不利外部因素影響，加上國
內經濟發展外需疲弱，企業融資難
和用工矛盾問題凸顯，中國使用外
資金額自去年底以來已連續六個月
出現下滑，今年前五月外商投資新
設企業同比下降12.2%。商務部副部
長王超建議跨國公司在中國經濟轉
變發展方式中尋覓發展商機，尤其
是在先進高端製造業以及現代服務
業等中國政府重點支持領域，可考
慮加大投資力度。

由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以及廣
東、深圳外商協會聯合舉辦的 「2012
跨國公司中國峰會」今天在深圳舉行
，來自全球主要跨國公司的高層、中
外知名企業家和業界的精英共500多
人與會出席，圍繞中國開放戰略以及
跨國公司如何應對新形勢、在中國如
何投資和實現再發展等議題進行探討
交流。

綠色產業大有可為
商務部副部長王超坦言，由於受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影響，歐洲債務還
未平息，股市和國際大宗商品貿易的
動盪，令外資投資能力明顯下降，中
國吸收外資情況也面臨嚴峻調整。

王超披露，自去年底以來，中國
使用外資金融連續六個月出現下降，
其中今年前五月，外商投資新設企業
9261家，同比下降12.2%，實際使用
外資471億美元，同比下降1.9%。

王超認為，當前全球國際投資和
跨國公司的發展正處非常關鍵時期，
不過 「危中有機」。他指出，當前戰
略性新興產業和綠色低碳產業被列入
中國 「十二五」規劃重點扶持產業，
跨國企業在這兩個領域拓展和深化合
作將大有可為。

他表示，今後五年中國貨物進口
總規模將超過 10 萬億美元，這也對
跨國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和廣闊
市場。

可向中西部轉移投資
王超建議，跨國公司可加強與中

國製造業的合作，尤其是先進製造業
、高端產業，新能源、節能環保戰略
性新興產業和節能低碳綠色環保科技
，是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政府
重點支持的對象，具有較大的發展潛
力。此外也可加大對中國現代服務業
的投資力度，他表示，以技術研發、
數字設計、流程控制、市場營銷等為
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在中國有廣闊的市
場，中國社會對家政服務、教育培訓
、醫療保健等領域的服務需求將不斷
釋放，對金融、技術、旅遊等領域的
服務需求將快速增長，這將為相關服
務企業提供豐富的商業機會。

王超還建議，跨國公司應抓住
中國擴大中西部和沿海開放的機遇
，可考慮向中西部轉移和增加投資
。同時應大力創新合作方式，支持
中國產業培養軟實力，並積極拓展
與海外企業的合作。

新聞背後
戰略與國際研究

中心（CSIS）是美國
兩大智庫之一，其使
命宣言為 「以提供戰

略洞察力和政策解決方案，交由政府、國際機構
、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進行決策」。今年是
CSIS 連續第二年舉辦南海問題專題研討會。去
年第一次南海問題研討會，主要參加者為越南、
東盟和西方學者，最後基本是一邊倒的 「聲討中
國」論調。今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則邀請多位
中國學者參加，相信觀點會更加平衡。但在 27
日的討論中，中國學者與美國、菲律賓專家唇槍

舌劍，場上 「火藥味」十足。
東盟地區論壇在過去兩年演變成美中就海上

安全問題角力的場所。2010 年在河內舉行的東
盟地區論壇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高調表態支持
東盟通過多邊機制與中國談判南海爭端，引來東
盟一些國家的附和，但也引發中國的不滿。東盟
地區論壇被許多中方學者視為美國利用多邊機制
，介入南海爭端，而一些東盟國家借助美國影響
力，將南海爭端國際化，聯手向中國施壓的場所
。但坎貝爾刻意在今年論壇即將舉行之際，指出
美國 「有意小心翼翼地（with great care）」應
對南海問題，被輿論認為發出積極的訊號。

中國吸收外資連降六月

詞鋒上角力南海問題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八日電】中國社科院今日在京發布最新
《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報告顯示，香港勇克金融海嘯衝擊，繼
2007至2008年度後再入前十，躋身第九。首都經貿大學城市學院副
教授王暉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歐美城市競爭力
明顯下降，亞洲城市則迎頭趕上，香港未來需保持教育和科技優勢，
以保持競爭優勢。

社科院今次發布的排名顯示，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是全球最
具競爭力的四大城市，第五名至第十名依次是三藩市、芝加哥、洛杉
磯、新加坡、香港、首爾。

公共制度指標位列第一
報告稱，內部環境、公共制度以及全球聯繫是城市最具競爭力的

重要因素。其中，內部環境和公共制度兩個要素最為突出。內部環境
包括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公共制度則主要包
括經商便利度、經濟自由度和政府管理等方面。

數據顯示，香港公共制度和全球聯繫指標排名靠前，分別位列第
一和第七。不過，本港內部環境則僅列第六十位。

歐美競爭優勢難保
值得關注的是，在經濟危機影響下，歐美失業率大幅上升、民眾

收入降低，不僅令當地市場有效需求低迷，更波及城市競爭力指標。
統計數據顯示，與2009年至2010年度相比，2011年至2012年度北美
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分項指標均出現了下降趨勢。其中，增長率平均指
數下降最為明顯。

報告指出，發達國家地區城市在經歷金融危機後仍然排名靠前，
但香港等亞洲都市的市場優勢已經顯現，在教育和科技等方面也在快
速追趕發達國家地區城市。未來一段時間，紐約和倫敦等城市的競爭
優勢恐怕難以長期保持。

香港需增大科技投入
在歐美城市競爭力止步不前的的同時，香港等亞洲都市則穩步追

趕。數據顯示，有6個中國城市名列全球前百名最具競爭力城市，分
別是香港、台北、上海、北京以及深圳和澳門。

在城市競爭力主要功能中心方面，報告分析稱，在金融危機和歐
債危機雙重打擊下，金融中心城市競爭力優勢下降，但科技中心城市
則乘勢崛起。科技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並成為工業化和
城市化的基本推動力。

王暉指出，與內地很多城市相比，香港科技投入總量確實不高。
不過，香港科技資金使用效率較高，可謂 「每筆投入都有可觀回報」
。他建議稱，香港未來應在保證資金使用效率前提下增大科技投入，
以提升本地產業和公司競爭力。此外，他亦認為，本港教育素質優良
，將為未來參與國際競爭注入源源不斷的人才動力。

社科院評城市競爭力 港排第九

▲菲律賓計劃下月15日提前取消黃岩島附近海域休漁令，很可能又想挑起新的摩擦。圖為中國漁
民收網執行休漁令 資料圖片

▲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出席CSIS
研討會時表示，美國支持和平解決南海問
題 中新社

▲專家建議，香港未來要增加科技投入來提升競爭力。圖為市民
在太古城中心參觀中國航天科技展 新華社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表示，軍隊正研究在三
沙市設置相關軍事機構的問題。圖為三沙市居民在
永興島上的超市裡購物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