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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浙江海洋與漁業局稱，
19日，在釣魚島附近海域127海里處
有700餘艘浙江漁船作業，23艘漁船
在釣魚島附近60海里範圍內作業，部
分漁船距離黃尾嶼最近時為32海里。
目前有14艘中國海監及漁政船在釣魚
島附近海域巡航護漁。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九日電】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
人沈丹陽今日表示，日本非法 「購島」鬧劇，勢必影響、
損害中日經貿關係正常發展，對此日方必須承擔完全責任
。針對日資企業受到衝擊的問題，他表示如遇違法行為應
及時向公安、商務等部門求助。

日企遇衝擊可向公安求助
沈丹陽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釣魚島自古以來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日本上演非法 「購島」鬧劇，是對中國領土
主權的嚴重侵犯，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嚴重傷害，已經激
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和堅決抵制。他強調，中日經
貿合作符合雙方利益，日本的 「購島」鬧劇損害經貿關係
正常發展，這是中方所不願意看到的。

近日內地反日示威活動中，有日資企業停產和受到衝
擊，有日本記者今天就中國政府對於在華日企損失是否考
慮賠償提問。沈丹陽回應稱商務部已經注意到相關報道，
正在了解有關情況。

沈丹陽作出三點說明：第一，商務部堅決支持合法、
理性的愛國行動，同時堅決反對一切違法的打砸搶燒的行
為。第二，中國是法治國家，外商投資企業合法的權利和

利益是受中國法律保護的。第三，商務部相信絕大多數民
眾能夠冷靜、理智、合法有序的表達訴求。外商投資企業
如遭遇違法行為，應及時向包括公安部門、商務部門在內
的相關部門尋求幫助。

釣島爭端將影響自貿區談判
日本《讀賣新聞》19日報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彥18日

晚表示，如果在華日本企業等建築物及人員利益受到損害
，理應由中國承擔責任，這是國際規定，並將向中方提出
賠償要求。

對於由日本 「購島」鬧劇引發的中日關係緊張，沈丹
陽在此間暗示，這或將影響原定於年內啟動的中日韓自貿
區談判。

針對日本記者提出的相關問題，沈丹陽答： 「你剛才
提到了一些相關的談判、交流，目前我們還在研究中，也
是勢必會受到影響的」。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官方人士首次就中日爭端會否影響
自貿區談判作出表態。

中日韓5月份達成共識稱，同意年內啟動中日韓自貿
區談判。

【本報訊】19日，再多兩艘中國公務船進入釣魚
島附近海域執法，令在區內巡航的中國海監及漁政船
增至 14 艘，加上千艘中國漁船可能 「壓境」，日本
海上保安廳決定新投入約50艘巡邏船，與現有50艘
交替出海巡邏，加強釣魚台海域警戒。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日本海保廳相關負責
人說，距離釣魚台最近的日本島嶼是石垣島，但也相
距170公里。目前日本全國海事部門擁有236艘小型
巡邏艦，但性能不適合進行 「領海巡視」，因此海保
巡邏船就成了 「警戒」主力。

日本海保廳擁有121艘大型巡邏船，但能夠正常
出動的巡視船大約只有50艘。

海保廳決定新投入50艘巡邏船，和現有的50艘
一起交替出海，加強 「領海警戒」。

日加碼50巡邏船赴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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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日購島勢損兩國經貿

綜合十九日消息：浙江海洋漁業船舶安全救助信
息中心值班負責人蔡杭林介紹說，19日在釣魚島附近
作業的浙江漁船主要集中在釣島北部，部分在釣島西
面。17 日23 時50 分許，浙江省多艘漁船赴釣魚島附
近海域進行傳統作業。其中，一些漁船18日距離黃尾
嶼最近為37海里，19日距離為32海里。

海監編隊續護漁巡航
根據實時動態監測，19 日 10 時許，23 艘浙江漁

船在距離黃尾嶼60海里海域作業，大部分為台州漁船
，少量為溫州漁船。浙江派出的 「漁政 33001」也在

釣魚島附近護漁巡航。
蔡杭林表示，釣魚島附近海域實際上是浙江漁民

的一個傳統作業漁場。在他看來，最近在釣魚島海域
捕魚的漁船稍多一些， 「原因有兩個，一是休漁期剛
結束，漁民陸續出海捕魚，另外是颱風 『三巴』剛過
，很多漁民趁這個時機出去了。」

國家海洋局稱，18日，在東海海域執行定期維權
巡航執法任務的國家海洋局中國海監巡航編隊（中國
海監50、66、75、83、51、15、26、27、46、49船）
加強了對釣魚島海域的巡航監視。其間，國家海洋局
中國海監總隊還應有關方面要求，派船協同漁政船開

展有關執法活動。

閩部分漁船滿載返航
在中國海監巡航編隊巡航期間，日本海上保安廳

6艘巡視船、3架飛機對中海監編隊進行干擾。中國海
監編隊向其嚴正申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並宣示主權。

據悉，福建部分漁船已從釣魚島海域滿載返航。
中央電視台報道稱，福建省很多漁民已經在釣魚島附
近海域打回復漁後的第一網。剛從釣魚島附近海域返
航的船長蔡泳康表示，釣魚島海域漁業資源豐富，吸
引了各種大型漁船前去捕魚。

福建祥芝港 720 多艘漁船中有 100 多艘大型拖網
漁船，長年在釣魚島附近海域作業，央視在對比衛星
海圖後發現，17日釣魚島附近檢測到當地作業的船隻
有3艘，18日增至10多艘。

▲19日，約有700艘浙江漁船在
釣魚島附近海域捕魚 路透社

▲北京三里屯顯著位置的日資便服零售
店暫時停業，店舖標誌被紅布覆蓋

中新社

◀ 19 日，中國海監及漁
政船繼續在釣魚島附近海
域巡航護漁 美聯社

【本報訊】連日來，日本經濟界重
量級人士紛紛對 「迄今為止中日兩國民
間人士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關係被一舉
推翻並出現惡化」表示擔憂。

共同社 19 日報道，日本經團聯會
長米倉弘昌 18 日就中國反日遊行對日
本企業的影響越來越大表示，40 年前
的政府將釣魚島問題託付給未來的政治
家去解決，從而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他對日本政府 「國有化」釣魚島導致
日中關係急劇惡化表示強烈不滿。

日方希望盡快 「止血」
日本商工會議所主席岡村正也表示

， 「發展到這種事態令人深感憂慮」。
中國抵制日貨將使日本經濟受到影響，
「要求日中兩國政府冷靜慎重地加以應

對」。
「日本貿易會」是由日本全國各大

貿易商社共同組成的貿易業界團體。據
《日本經濟新聞》19 日消息，日本貿
易會會長槍田松瑩公開表示，日本要做
好心理準備，中國有可能會實行 「經濟
制裁」，日本從中國進口稀土可能受影
響。有消息稱，日本從中國進口的通關
手續出現了延誤跡象。

米倉弘昌透露，他原計劃 19 日起
訪問中國，以便出席 20 日起在上海舉
行的介紹最新環保技術的日中綠色博覽

會。但是中國方面稱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希望
推遲博覽會的舉行日期，因而訪問計劃被取消。

他表示： 「我希望盡可能於近期訪問中國，
為修復日中經濟關係作出努力。」

日本財務相安住淳 19 日在內閣會議後的記
者會上稱，與中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不會中止。
今年6月起，中日實現了人民幣與日圓直接兌換。

部分日企恢復生產
中國國內的反日示威遊行導致部分在華日資

企業停產或停業。豐田、本田、日產、馬自達、
三菱汽車和鈴木6家汽車公司以及日本大型電機
廠家索尼公司 18 日都停止了中國工廠的生產活
動。到19日，已有一些日企恢復生產。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九日消息：就記
者求證 「美國駐華大使的座車昨天在北京遭遇抗
議人群，座車輕微受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
磊 19 日表示，中國政府一貫切實履行《維也納
外交關係公約》，切實保障外國駐華外交機構和
人員的安全。有關案件只是偶發個案，中方有關
部門正在進行認真調查，將依法處理。

有記者問： 「據報道，美國駐華大使的座車
昨天在北京遭遇抗議人群，座車輕微受損。請證
實。中方如何回應美方就此提出的交涉？」發言
人洪磊就此作上述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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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查美大使座車受損

美應立即將釣島剔出安保條約
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習近平，

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到訪的美國
國防部長帕內塔一行；由於近日中日關
係緊張，美國置身其中的 「角色」 世人
共見，因此會面備受各方關注。

更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會見中
，非常坦率、直接、有力地向帕內塔提
出：希望美方從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出
發，謹言慎行，不要介入釣魚島主權爭
議，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勢
更加複雜的事情。

在習近平和顏悅色但又字字千鈞的
這幾句話面前，帕內塔只能 「謹言」 地
表示：美方對有關領土爭端不持立場，
並呼籲有關方避免採取挑釁行動，通過
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所謂 「聽其言，觀其行」 ，從帕內
塔此行看來，他在 「謹言」 兩字上是可
以打 「滿分」 的，不僅一再重申一個良
好的中美兩軍關係對兩國關係以及亞太
地區以至世界和平如何如何重要，而且
分別在多個不同會見場合和記者會上不
斷重複美方在釣魚島領土爭端上「沒有
立場」、「不持立場」。用本港傳媒的慣
用語來形容，簡直就是「人肉錄音機」。

但 「不持立場」 也好、 「沒有立場
」 也罷，都只是 「聽其言」 而已，在
「觀其行」 上，美方又是怎樣做的呢？

答案是恰恰相反，美方在釣魚島領土爭
端上不僅 「有立場」 ，而且是非常不公
正、別有用心和起到破壞作用的立場。

就在習近平會見前一天，我國防部
長梁光烈在 「八一」 大樓先會見了帕內
塔。梁光烈在會談中非常明確、嚴肅地
指出了兩點：一是當前中日關係升溫，
責任完全在日方，日本 「購買」 釣魚島
的行為是非法的，中國絕不接受，並保
留一切追究權利；二是堅決反對美方宣
稱的 「美日安保條約」 適用於釣魚島，
希望美方切實履行對釣島主權歸屬不持
立場的承諾。

事實是，帕內塔此次在中日緊張關
係聲中的訪華之行，有人說是為兩邊
「說和」 而來、也有人說是來恫嚇中國

或摸中國的 「底牌」 ，但不管是 「來者
不善」 還是 「善者不來」 ，帕內塔此行
堪稱 「收穫豐富」 ，而其中最重要的收
穫應該就是進一步了解到中國政府堅決
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以及中國人民敵
愾同仇、保土衛國的鋼鐵意志。

帕內塔此行還將有助他進一步認識
亞洲地區和平穩定的真正關鍵何在。習
近平晤帕內塔之日，正是 「九一八事變
」 八十一周年。習副主席十分沉重地向
來客講述了這一段歷史，指出當年日本
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造成
深重災難，也給包括美國在內的亞太國
家造成巨大創傷。今天，日本不但不深
刻反省，反而變本加厲、一錯再錯，上
演 「購買」 釣魚島的鬧劇，質疑《開羅
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國際法效力
，激化與鄰國的領土爭端。

習近平義正詞嚴的一席話，深刻地
說明了當前被侵犯的不僅僅是中國的領
土主權，如果任由日方右翼勢力擴張，
包括美國在內的亞太地區國家和人民早
晚再吃苦頭也並非天方夜譚。

因此，美國當局如果言行一致、
言出必行，當前最應該做的一件事，
就是立即把釣魚島剔出「美日安保條約
」之外，不給日本的佔島惡行在背後撐
腰。否則，帕內塔的 「不持立場」 和
美國 「重返」 是為了維護亞太地區穩
定繁榮與和平，通通都只能是騙人的
空話而已。

社 評

梁振英信任度會提高

井水集

關 昭

港大 「民意研究計劃」 最近一項
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
府的信心 「全面下降」 ，其中，對梁
振英政府的 「信任度」 更跌至八年來
的新低。此外，市民對 「一國兩制」
的信心也受到影響。

有關民調負責人鍾庭耀認為，這
是由於近日立法會選舉結果、國民教
育科及 「李旺陽事件」 產生負面影響
的結果。

對所謂「民調」也者，如何命題、
如何引導、如何作答，都「大有學問」
，如鍾庭耀拿手好戲的「你是香港人還
是中國人」，從而得出「港人多不認同
自己是中國人」的結論，便是一例。事
實是，上任不到三個月的梁振英政府
，一開始面對的就是反對派和亂港傳
媒充滿偏見和敵意的對待，令到他施
政舉步維艱。可以說，反對派和亂港
傳媒對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阻
撓，其「力度」也是創八年以來的「新高
」。他們之所以如此搞針對，甚至「務
必去之而後快」，原因也不外是因為梁
振英有鮮明的愛國愛港立場而已。

因此，面對所謂 「市民不信任」

，梁振英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來作出
思考和應對。一是對市民真有不滿、
真有訴求者，必須 「擇善而從」 、多
聽意見，如國民教育科的推行，如果
眼前條件的確不具備、家長顧慮仍多
，那麼，暫緩執行、寬鬆執行就勝於
「硬推」 ，最終也可能會得到師生家

長的體諒和接受。暫緩不是向反對派
低頭，寬鬆也不是怕了亂港傳媒，服
膺民意是為政者的責任和理所當然。

但另一方面，對梁振英政府而言
，更重要或更困難的問題，是如何在
所謂 「民意低迷」 、 「不信任」 聲中
堅持正確施政、依法施政，包括堅持
推行確實是對港人社會長遠有益的政
策和措施，同樣是 「國教」 科，梁振
英政府同意暫緩與寬鬆執行，是讓步
，是讓得對的；同樣，堅持 「不撤科
」 ，也是必須的不讓步，因為 「國教
」 不是什麼壞事、錯事，只是執行上
的彈性問題而已，如果 「撤回」 ，就
等於是非不分，連對的、正確的決策
也不敢堅持，那效果只會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