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美國東部時間十三日，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李
保東約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提交了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
點基線坐標表和海圖，至此，中國已履行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
義務，完成了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點基線的所有法律手續。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四日電】

釣島領海圖表呈聯國釣島領海圖表呈聯國
中國強化領土主張中國強化領土主張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六A7要聞責任編輯：梁敬唐
美術編輯：劉國光

北京大學法學院國際法教授李鳴對大公報表示
，這是中國對釣魚島主權宣告的強化，明確規定釣
魚島領海範圍，意味着中國對釣魚島領土主張的具
體化，為中國在釣魚島領海行使主權例如巡航提供
了法律依據或標準。

對釣島主權重要證據
他解釋，向聯合國提交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

海基點基線坐標表和海圖，還起到向國際社會告知
中國對釣魚島的領土主張的作用。因為聯合國秘書
處是登記條約的機構，中國需要公布自己的領海劃
法和範圍，這是一九八二年海洋法公約的要求。現
在就釣魚島履行這一程序，進一步告知了國際社會
我方的領土主張，為我方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提供
了重要的證據。

他分析，聯合國接受中國提交的基點基線坐標
表和海圖後，有公共的平台傳播，中國也可以向各
國代表團予以散發。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一九九二年二月頒布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對中國領海及
毗連區的寬度等作了系統規定，基本制度與《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保持一致。該法在第二條第二款即
明確指出，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各島、
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他
一切屬於中國的島嶼都是中國的陸地領土。

釣魚島爭端升級後，根據上述《中華人民共和
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國宣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
嶼的領海基線及十七個基點的名稱和地理坐標，隨
後，國家海洋局又印發了《領海基點保護範圍選劃
與保護辦法》，強化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
海行使行政執法權的法律保障。如今，中國向聯合
國正式提交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點基線的坐
標表和海圖，李保東向潘基文強調，釣魚島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領土，中國有決心也完全有能力捍衛主
權和領土完整。

需關注日方後續動作
國際關係學院日本問題專家楊伯江亦向本報記

者指出，這是中國以反制日方一意孤行 「購島」的
錯誤舉動為契機，完成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

範圍的明確法律程序。
下一步，需要關注日方的後續動作。楊伯江解

釋，如今日本的政局處於變動之中，而政局的變動
在外交上的體現，導致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可能會
有新的動作。 「日本大選之後，執政黨和首相可能
都會更換，因為現在民主黨民調比在野黨要低，未
來日本有可能形成以自民黨為核心的聯合政權，而
自民黨內的保守派、強硬派人物可能會在釣魚島問
題上有進一步的動作。」楊伯江分析，根據日本媒
體新近披露的消息，民進黨在處理釣魚島問題上有
八種方案，而野田政府採取了方案A，即相對和緩的
不建燈塔、不建設施的方案。如今自民黨的競選者
多為保守派和強硬派，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後續
變動值得觀察。

二炮軍官推演與自衛隊對攻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四日消息：中國外交
部部長助理樂玉成十四日在 「團結奮鬥．捍衛主權
─釣魚島問題座談會」上，駁斥了日方關於釣魚島
問題的四個謬論。

一曰釣魚島是 「無主地」 論。他說，這完全是無
稽之談。大量文獻史料表明，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人
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的。十五世紀以前，我國東南
沿海的一些商人、漁民即把釣魚島等當作航海標誌，
歷來在這些島嶼及其附近海域從事生產活動。早在明
朝初期，釣魚島等島嶼就已經納入中國海防管轄範圍
。這一點日本在近代以前的有關史料也是明確承認的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不是一句空話，不是查
無實據，而是鐵證如山。

二曰中日 「不存在領土爭議」 論。樂玉成說，日
本利用甲午戰爭非法竊取釣魚島。二戰結束後，釣魚
島及其附屬島嶼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業已回歸中國版圖。一九五一年，日本同美國等國家
簽訂片面的 「舊金山和約」，將琉球群島（即現在的
沖繩）交由美國管理。一九五三年，美國控制下的琉
球民政府擅自擴大管轄範圍，將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
附屬島嶼裹挾其中。一九七一年，日、美兩國在 「歸
還沖繩協定」中又擅自把釣魚島等島嶼列入 「歸還區
域」。中國政府對日、美這種私相授受中國領土的做
法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不予承認。歷史不容翻案。
日方否認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爭端，是對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直

接挑戰。
三曰中日在擱置領土爭議問題上 「不存在共識」

論。他說，這更是徹頭徹尾的背信棄義。一九七二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一九七八年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談判
過程中，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着眼大局，就 「釣魚島問
題放一放，留待以後解決」達成重要共識。中日邦交
正常化的大門由此開啟，中日關係才有了四十年的巨
大發展，東亞地區才有了四十年的穩定與安寧。現在
日本當局對兩國當年的共識矢口否認，缺乏最起碼的
國家誠信，也嚴重動搖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礎。

四曰政府出面 「購島」 是 「被迫無奈」 論。樂玉
成說，日方說政府 「購島」是為了避免石原 「購島」
對中日關係可能造成的傷害，是為了保持釣魚島所謂
的 「平穩、穩定」，這完全是託詞和藉口。我們看到
的事實和結果是，石原先是搭台，上演 「購島」鬧劇
，日政府 「猶抱琵琶半遮面」隨後登場，和石原一唱
一和演 「雙簧」，目的就是強化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
的所謂 「法理地位」。 「如果聽信日本政府的辯解，
我們不禁要問，日本到底誰當家？我們該和誰打交道
？日方如此折騰，釣魚島哪裡還有什麼 『平穩、穩定
』？」他說。

樂玉成說，由此可見，這場釣魚島風波完全是日
方一手挑起的，目的就是要改寫日本當年非法竊取中
國領土的不光彩歷史，否定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歷史事
實。這種企圖是徒勞的、無益的。

外交部駁日購島四謬論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十四日電 「團結奮鬥、
捍衛主權：釣魚島問題座談會」十四日在北京舉行
，與會官員、專家和學者對日本 「購島」這一嚴重
挑釁行徑表示強烈憤慨，強烈要求日方懸崖勒馬，
改弦更張，立即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

外交部部長助理樂玉成在會上做主旨發言，參
會的不僅有來自中國海監總隊、中國國家海洋局、
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機構的官員學者，還有企
業家、工人、農民、學生代表。

為突破和平憲法演鬧劇
為何日本如此執意推動 「購島」？專家們認為

有四方面深層原因。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常務
副院長季志業表示，日本有 60%以上的民眾不支持
「購島」，但政府還在堅持，這是日本政府為突破

和平憲法而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為努力加強自身
的軍事實力，並為此找到藉口，日本不惜挑起爭端
，意在忽悠國內民眾同意增加軍費開支。此外，一
些國家和中國圍繞南海主權發生了一些爭議，日本
想渾水摸魚，為逐步侵佔中國釣魚島領土主權找到
機會。

日本正走向極右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馮昭奎分析，日

本就是想利用釣魚島問題刺激中國，打亂中國和平
崛起的戰略部署。二○一○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被中
國超過，心理特別不適應，這讓日本感到不安和沮
喪。日本、美國等最怕的是中國的和平崛起。 「購
島」鬧劇是針對中國的一箭雙鵰謀略──既謀取控

制釣魚島，又可以牽制中國發展。
日本去年遭遇地震、海嘯、核泄漏等重大打擊

，但其決策者仍然與周邊國家交惡，不斷挑起事端
，這個國家到底要往何處去？馮昭奎認為，日本正
走向極右主義。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是對世
界反法西斯成果的否定和挑戰，最近一些日本右翼
政客爭先恐後提出修改和平憲法，將自衛隊改變成
國防軍等主張，這都是日本走向極右主義的重要步
驟。這會使日本在周邊島嶼問題上也採取強硬的立
場，使中方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面對長期的艱巨鬥
爭。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認
為，許多日本人現在並不了解釣魚島的歷史真相和
問題的性質，這是非常遺憾的。目前中日關係正處
於一個十字路口，選擇一意孤行，還是立即重新回
到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八年中日兩國曾經達成的共
識，通過外交談判謀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問題的
辦法，這就要看日方作出怎樣的抉擇。

日武力叫囂十分危險
目前日本一些右翼勢力聲稱要以武力公開佔領

釣魚島，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
副秘書長、少將彭光謙就此表示，這是十分危險的
，不僅違反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法準則，違
背了雙方的承諾，也違背了日本憲法不擁有戰爭權
，不以武力威脅國際糾紛的承諾。

「我可以負責任地講，中國人民解放軍有決心
、有信心、有能力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神聖使命。」彭光謙說。

專家學者座談釣島問題：
日圖謀既霸島又牽制中國 近來，中日釣魚島爭

端持續發酵，日本高官多
次公開叫囂要讓自衛隊介
入釣魚島，似乎是在向世

人表白，對待釣魚島問題日本已相當克制，尚未
打出自衛隊這張 「牌」。

日本自衛隊即日本軍隊，軍隊一介入，誰實
力強誰說了算，釣魚島問題反而不會令兩國太糾
結。不過，釣魚島方圓很小，戰場容量有限，我
們不妨僅使用二炮部隊推演一番。

試想，如果在日本反覆挑釁下，二炮向釣魚
島發射一枚常規導彈，日本政府將如何應對？充
其量就是做做樣子，封鎖釣魚島！

進一步假定，日本自衛隊有能力且膽敢向中
國大陸發起海空攻擊，則第二炮兵攜帶常規彈頭
的 DF-21C、CJ-10 導彈就會 「按圖索驥」地砸
向日本列島，而日本地基末端導彈防禦系統的
「愛國者-3」導彈僅能攔截射程1400千米以內的

彈道導彈，海基中段導彈防禦系統的 「標準-3」
Block 1A 導彈理論上可攔截射程 3500 千米以內
的彈道導彈，但未經實戰檢驗。

中國戰略核力量防護穩固
或許日本自知實力不濟，故而反覆強調美國

同意美日同盟適用於釣魚島防衛。不過，假定美
國願意全力支持日本，情況又會如何？

二炮戰略核力量均部署於腹地縱深，且建有
堅固的地下防護設施，用常規攻擊手段難以奏效
，只能借助核導彈，但核導彈對車載機動洲際彈
道導彈基本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而美國惟一能對

洲際彈道導彈實施攔截的地基飛行中段攔截系統
被奧巴馬譏為 「未經驗證的導彈防禦系統」，基
本上處於停滯狀態。

如果對在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中完全剝奪中國
的戰略核能力缺乏足夠信心，美國就不會冒險為
日本與中國打一場核戰爭，最可能的干預方式還
是常規打擊。但美國勞師遠征，已失地利，而且
其航母艦載機航程小於二炮反艦彈道導彈射程，
駐中國周邊的空軍基地又都處在二炮常規導彈火
力覆蓋範圍內，使美國固有的海空優勢對中國而
言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美「戰斧」導彈有致命弱點
倒是其艦射、潛射巡航導彈，尤其是射程達

3000千米、可在飛行途中變換打擊目標的 「戰斧
」Block4導彈，對二炮全車載機動戰役戰術導彈
威脅較大。不過， 「戰斧」Block4導彈之所以能
在飛行途中變換打擊目標，主要得益於導彈上安
裝的可進行GPS修正的慣導系統和衛星數據鏈終
端，而衛星運行軌道固定易受攻擊，GPS信號微
弱易被干擾，是美軍作戰體系中致命的薄弱環節
，可為我所乘。

推演至此，結果不言自明：僅僅站在二炮的
角度，日本借助自衛隊解決釣魚島問題的言論就
顯得十分幼稚。快速崛起的第二炮兵將使中國在
釣魚島衝突中處於主動地位，日本政府高官關於
讓自衛隊介入釣魚島的言論，只能說明其戰略短
視與不自量力。
（本文作者湯志成是第二炮兵指揮學院軍事訓練
教研室副教授、專業技術大校。本報有刪節。）

特稿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十三日向聯合國秘
書長潘基文提交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
點基線坐標表和海圖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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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島及附島領海基線圖示
《國際海洋法公約》第十六條規定，劃直線基線

需將基線的經緯度坐標點製表公布、並標在一定比例尺
的海圖上，將二者副本交給聯合國秘書長，中國也履行了

公約給的義務，也行使了公約賦予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規定，我國領海

寬度為領海基線外十二海里。我國領海基線採用直線基
線法劃定，外部界線為一條每一點與領海基線最近點
距離十二海里的線。

1公里
1海里
1海里約等於1.852公里

釣魚島4
釣魚島3
釣魚島2
釣魚島1

鯧魚島

長龍島南小島

我國公布的
釣魚島領海基線

海豚島
下虎牙島

海星島
黃尾嶼

海龜島

陸

地

領海基線：
測算沿海國領海和其他管轄海域寬度的起算線。

基線向陸一側為內水，向海一側依次為領海、毗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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