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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南海及釣魚島局勢複雜變幻之
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
主席郭伯雄上將17日在北京強調， 「要
加強日常戰備，嚴格邊海空防管控，穩
妥處置突發情況，確保邊海空防安全穩
定。」這是近期以來中國軍隊最高層一
次明確清晰的表態，凸顯出軍隊在維護
國家主權利益方面的堅定姿態與決心。

7 月 18 日出版的《解放軍報》在頭
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郭伯雄與國防大學第
十二期戰略班學員座談時的講話。解放
軍四總部及軍委辦公廳均有高層陪同郭
伯雄一同前往，陣容強大，包括中央軍
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上將，副
總參謀長侯樹森上將，總後勤部副部長
孫黃田少將，總裝備部副部長劉國治少
將，軍委辦公廳主任王冠中中將。國防
大學校長王喜斌上將、政委劉亞洲中將
也參加座談。

郭伯雄在座談時強調，以優異成績
迎接十八大勝利召開，是胡主席和中央
軍委對今年全軍工作提出的總要求，要
堅決聽黨指揮、絕對忠誠可靠，重視部
隊士氣和戰鬥精神培養，堅決聽從黨中
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郭伯雄還特別提到，要深刻認識
「今年防範重大安全問題」的特殊重要

意義，增強憂患意識，確保部隊高度集
中統一和安全穩定。要加強日常戰備，
嚴格邊海空防管控，穩妥處置突發情況
，確保邊海空防安全穩定。

由於日本、菲律賓等國在釣魚島、
黃岩島等問題上的蓄意挑釁、煽風點火
，中國的海洋形勢今年面臨着空前複雜
的局面。郭伯雄的這番講話表明，軍方
對現在中國邊海防的形勢有着清醒的認
識；從 「重大安全問題」、 「突發情況

」、 「加強日常戰備」等措辭來看，對可能出現的問
題也有着充分的估計，並對軍隊的作戰、訓練有了明
確的部署要求。

與高層的部署相同步，解放軍在人事調整、武器
裝備、演習訓練等方面都動作不斷，以更好地適應維
護海權的需要。南海艦隊、北海艦隊政委同時易人，
海南省軍區一次性調整了 6 位將領，充實加強了領導
力量。配備 「鷹擊-83」反艦導彈發射架、 「海紅
旗-16」防空導彈發射器和反潛直升機的 「衡水號」導
彈護衛艦正式編入南海艦隊服役。央視公布了中國
「瓦良格號」航母海試高速大轉彎的震撼畫面。海軍

在東海開展為期 5 天的實彈演習結束，由數十艘艦艇
和十餘架戰機組成大型海空編隊，成功演練了空海
一體作戰。

這一連串的 「組合拳」，展示了中國軍隊的
態度與實力，更是在用實際舉動告誡一些周邊
國家不要玩火，在涉及主權和領域完整的
重大問題上，解放軍是敢於亮劍的。

【本報訊】中通社18日報道稱，中國駐俄羅
斯哈巴羅夫斯克總領事館表示，中國兩艘漁船及
船上 36 名中國漁民被俄方扣留。18 日上午，該
館繼續向俄邊防部門核實有關情況，該館駐符拉
迪沃斯托克領事辦公室領事官員已驅車前往距當
地約200公里的納霍德卡港，探視被俄方所扣中
國漁民，並實地了解情況。

此前有報道稱，經中國駐俄外交機構證實，
中國兩艘漁船 15 日和 16 日分別在俄羅斯遠東濱
海邊疆區被扣，船上分別有 19 人和 17 人，共計
36名中國漁民。

中方仍在核實船員情況
俄羅斯遠東濱海邊疆區邊防局17日下午致函

中國駐符拉迪沃斯托克領事辦公室稱，中國山東
威海兩艘漁船進入俄羅斯專屬經濟區捕魚，因此
對兩艘漁船進行扣留。其中一艘漁船已經被扣在
納霍德卡港口，另一艘漁船正駛向納霍德卡港。

之前有媒體報道，巡邏艦與中國漁船發生碰
撞時，漁船上有一人從船上掉入海裡失蹤。有報
道稱，中國駐哈巴羅夫斯克總領事館總領事孫立
杰稱漁船確實被扣，但漁民並未失蹤。

但據中新社的最新報道，中國駐哈巴羅夫斯
克總領事館18日表示， 「有報道稱我館 『否認一
名中國船員墜海失蹤』，事實上，我館僅是客觀
陳述了向俄方了解核實的初步情況，並未就中國
船員是否失蹤事作出評判，我館仍在進一步核實
情況」。

內地媒體斥俄暴力執法
中新社記者當日就事件調查進展致電駐哈巴

羅夫斯克總領事館，得到的答覆是，中方正在進
一步向俄邊防部門核實情況，而中國駐符拉迪沃
斯托克領事官員已前往納霍德卡港，將探視被扣
船員，並實地了解情況。前往探視的駐符拉迪沃
斯托克領事辦負責人則對記者表示，他們目前正

在與俄方交涉。
中國駐哈巴羅夫斯克總領館稱，17 日以來，

國內外媒體密切關注「中國漁船在日本海俄羅斯
專屬經濟區被扣、一名船員墜海失蹤」事，但總領
館否認曾作過 「此次事件與先前的中國漁船進入
俄羅斯海域被扣事件類似，或將像往常一樣通過
法律和經濟手段來解決」、「將交錢贖漁民」等等
表態。

此外，總領館否認 「總領事孫立杰接受了採
訪」，稱前任總領事孫立杰已於今年1月離任回
國，並未就此事接受過任何採訪。

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出，即使中國
漁民越界捕撈在先，俄巡邏艦向中國漁船射擊也
屬暴力執法，是不可接受的。東北亞以及東亞海
域經常發生漁業糾紛，但武裝執法船向漁船直接
開火的行為十分罕見，俄羅斯大概是在這方面最
魯莽的，2009年同在日本海，俄巡邏艇曾擊沉一
艘涉嫌走私的中國船隻，致7人死亡或失蹤。

繼三沙市人代會籌備組成立之後，三沙市政權組建工作進一步提
速。海南省委組織部18日對外公示了8名廳級幹部候選人，其中海
南省防空辦副主任符戇擬任地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候選人，分析人士
預計符戇將極有可能成為三沙市首任人大常委會主任。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八日電】
在公示的8位候選人當中，其餘5人都明

確公布了具體職務。而符戇、陳際陽、馮文海
三人的擬任職單位則籠統以 「地級市」指稱。
其中，現任海南省委組織部辦公室主任陳際陽
，擬任海南省地級市市委委員、常委；現任海
南省人民防空辦公室副主任符戇，擬提名為海
南省地級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候選人；現任西南
中沙群島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馮文海，擬
提名為海南省地級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候選人。

分析人士指出，海南下轄 18 市縣，雖然
很多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都高配為正廳級，但
法定意義上的地級市目前只有海口市、三亞市

和最近成立的三沙市等3個。而此前的針對海
口、三亞等地的幹部公示，都會直接寫明職務
，如此前曾公示 「海口市市長助理吳川祝，擬
擔任海口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此次符戇、
陳際陽、馮文海三人公示中未明確的 「地級市
」應當就是三沙市，之所以未明確則是由於相
關政權機構尚未正式成立。

三沙市領導軍人出身
符戇等人的履歷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尤其

是軍旅出身的符戇，曾歷任海南軍區司令部軍
務裝備處處長、步兵132師副師長、海南軍區

副參謀長、海口警備區司令員等職，後轉業擔
任海南省防空辦副主任。此次其調任人大常委
會主任，將有助於協調地方政府與軍隊的聯繫
，這也凸顯出三沙市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而擬任副市長的馮文海，則長期在海南省
旅遊部門工作，擔任過省旅遊局質量管理處處
長、省國際旅遊開發服務中心主任、省旅遊委
監督管理處處長。對他的提名則直接表明，三
沙市未來將在旅遊開發方面邁出大動作。

官方：20日掛牌不實
海南省委宣傳部18日上午對中新社表示，

網上流傳的三沙市7月20日掛牌消息不屬實。
2012 年 6 月 21 日國務院作出設立地級三

沙市的決定。7月17日，海南省第四屆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關於
成立三沙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籌備組的決定
》，啟動三沙市政權建立程序。

海南公示幹部候選人海南公示幹部候選人
三沙市領導班子隱現三沙市領導班子隱現

中領館官員探視被俄扣漁民

登臨中國最先進漁政船
【本

報訊】中
新社三沙

十八日消息：10 名跟隨海南漁船赴南
沙捕撈作業的記者，17 日受邀登上錨
泊在永暑礁錨地的中國漁政310船，探
訪這艘被外界稱為中國 「最先進」的漁
政船。

為了確保海南赴南沙捕撈船隊的安
全生產，已離開基地 20 多天的中國漁
政 310 船從其他海域趕過來，於 15 日
下午抵達永暑礁海域。到達後，該船引
導海南捕撈船隊拋錨停泊，此間一直隨
船隊護漁。

乘小艇駛近中國漁政310船，潔白
的船身在藍天碧海間，顯得尤為莊嚴。

據船長介紹，中國漁政 310 船於
2010 年 9 月建造完成，同年 11 月 16 日
首航東海， 「這艘船總噸位 2580 噸，
最快航速 22 節，續航能力為 6000 海里
，廣州到南沙剛剛1000海里。」

特種設備配備最齊全
船長說，該船的先進性體現在安裝

了系列現代化設備：水上寬帶衛星通訊
系統、光電跟蹤儀取證系統，設有海上
紅外線映像儀和彩色魚探儀等特種設備
， 「這是中國目前漁政系統船舶總體性
能最先進、特種設備配備最齊全的漁政
船。」

「水炮主要是用來滅火和驅趕」，
駕駛室裡，船長對記者介紹主控台的水
炮操作面板， 「一方面海上哪裡有火災
可以去救助。第二個方面對不受管理的
船隻發射，作為警告的信號。」

中央指揮室內，幾台大屏幕顯示船
內外的狀況， 「這個是光電電子跟蹤取
證系統」，中國漁政310船政委依次介
紹裡面配置的電子設備。 「這套系統可
以把攝像頭拍攝的海面情況，通過用水
上寬帶傳回陸地上的指揮中心，供上級
做現場指揮。」

「來一場南海海天盛宴」
「這條船之所以先進，重要的一方

面就是設備人性化。」政委在寬敞的接
待室裡說，這個 40 多平方米的大廳每
到周三、六、日，便開放作為船員的卡
拉OK室。

健身室內，數台跑步機、健騎機依
次擺放，旁邊還有一張乒乓球枱供船員
運動，球台邊的牆上貼着 「310船 『萬
安灘』杯乒乓球比賽現場」的貼紙；一
旁的沙發上，散放着幾個乒乓球拍，似
乎一場精彩的比賽剛剛結束。

中國漁政310船的船尾視野開闊，
站在這裡舉目四望，海天茫茫，甲板正
中的直升機停機標誌格外醒目， 「今天
的晚餐我們不在餐廳，就在此來一場南
海海天盛宴！」

南沙見聞

【本報訊】中新社南沙渚碧礁十八日消息：經過一夜的航行，海南赴
南沙捕撈船隊於18日上午10時抵達渚碧礁。渚碧礁中心方位在北緯10度
54分、東經114度06分，是南沙群島中業群礁西南處的一環形暗礁，位
於中業島西南 26 公里。諸碧礁距離捕撈船隊上一個漁場永暑礁 108 海里
，在其東北方位。

眺望諸碧礁，礁盤建築猶如一座城堡，建築物頂端的圓形雷達異常醒
目。

指揮船收到的天氣預報顯示，諸碧礁附近颳 4-6 級南風，海面浪高
1-2米。

船隊副總指揮梁亞排介紹，漁船白天在諸碧礁東北面錨地錨泊，晚上
將開赴周邊海域作業。

【本報訊】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18日報道，越南正試
圖以分享可能存在大量天然氣的新資料，吸引印度延長在南海的 「區域存
在」，作為圍堵中國的戰術。

報道指出，中國對於南海的主權主張，持續面臨鄰國的反對聲浪。最
近數月來，菲律賓和越南相繼對抗中國。

這篇以 「越南對印度勘氣邀約可能激怒中國」的報道指出，在越、中
主權爭端的背景下，河內決定透過延長印度的區域存在，作為圍堵的戰
術。

因海床堅硬、鑽井一再失敗，調查又顯示生產天然氣的希望不高，儘
管還有 2 年的探勘權，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ONGC Videsh Ltd.，
OVL）原已決定退出探勘中的南海128號區塊。

報道引述公司資深幹部指出，越南已表示將分享當地可能存在大量天
然氣的新地理資料，以吸引印度再延約2年。

上周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落幕時，因會員國在南海議題上的歧見，導致論壇首
度沒有發表聯合公報。

北京去年曾對新德里與河內針對南海所簽署的能源合作協議提出警告
。報道說，印度維持在南海的存在 「純屬商業目的」，領土爭議應遵循國
際法解決的立場。

我赴南沙船隊抵達渚碧礁

越南拉印度圍堵中國

▼中國漁政310船 新華社

▼中國漁船船隊
抵達南沙渚碧礁
，中間為渚碧礁
建築物 新華社

中新社製圖

中國漁船被俄扣押示意圖

▲船隊依次進入渚碧礁礁湖▲船隊依次進入渚碧礁礁湖 新華社新華社

▲ 7 月 18
日，船隊
抵達渚碧
礁燈塔處

新華社

2011年
俄方在阿穆爾河和烏蘇里江
抓獲75名越界中國漁民，對
其中36名進行了刑事立案。

2010年
俄羅斯遠東邊防軍拘捕
53 名非法越界的中國
漁民，扣押 17艘中國
漁船。

2009年
俄邊防軍艦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海域擊沉中國 「新星
」 號貨船，船上10名成員
、3人獲救，7人失蹤。

時間：7月15日、16日
地點：日本海俄屬經濟區
事件：中國兩艘漁船上36名漁民被俄巡邏艦扣押

俄邊防巡邏艦 「捷
爾斯基」 號

兩艘被扣中國漁船被
押往俄納霍德卡港

中國漁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