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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溫家寶當地時間20日在比利時
布魯塞爾強調指出，全世界都應該知道釣魚
島是中國神聖的固有領土，在涉及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這些重大問題上要保持錚錚鐵骨
，毫不退讓。這是溫家寶今年以來第三度公
開就堅決 「保釣」 表態。

【本報記者馬浩亮二十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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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時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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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野田佳彥

在外交學院發
表講話

會見當地華人
華僑

內容

闡述了中方對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的
一貫立場，強調雙方應冷靜妥善處理
有關問題。

重申 「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重申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敦促日方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
重大關切。

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在主權和領
土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會退
讓半步。

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這些重大問
題上要保持錚錚鐵骨，毫不退讓。

溫家寶近年關於釣魚島問題表態

接見華人華僑再談釣島接見華人華僑再談釣島

中國2軍艦釣島海域活動

20 日，福建泉
州市惠安大岞漁港
、石獅市祥芝漁港
又有一批漁民在碼

頭卸載魚貨，重新駛往東海捕魚，他們的
最終目的地是釣魚島附近海域。

剛從釣魚島海域作業歸來的漁船 「閩
惠漁02098」19日下午再次出海，目的地
依然指向釣魚島海域。水手們說，釣魚島
附近海域的魚情近來很好，8月至11月正
是捕魚的黃金時節。他們希望多去幾次，
多些收成回來賣個好價錢。漁民曾華生說
，上一趟從釣魚島回來，他們打的魚按市
價可賣到 70 多萬元。 「那邊的漁產量很
高，這次花了8天的時間，打了三千多擔
。今年的漁市行情不如去年，要是像去年
的話，最起碼要賣一百萬元嘍！」

曾華生稱，這次他們最接近釣魚島時
的距離大概只有 20 多海里，那邊打魚的
中國漁船很多，大多來自浙江和福建，魚
汛好的時候還有江蘇來的船隻。他們有看
到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隻和日本的直升
機。

曾華生說： 「我們沒有靠到釣魚島的
岸線去。打魚不能靠島太近，那邊海域暗
礁比較多，容易把網刮破掉。現在還有海
監漁政的船在保護我們，不會有事啦！」

漁民們說，雖然日本挑起了釣魚島爭端，但他們
仍然願意像往年一樣到釣魚島附近海域捕魚。 「我不
怕他們。釣魚島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我們船開過去
有什麼好怕的！」曾華生說。

福建沿海地區早在8月已經開海，遠在釣魚島附
近海域作業的一些閩籍漁船已 「載魚而歸」，靠岸稍
事休息後會再次整裝起航，赴釣魚島海域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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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華社報道，國家海洋局稱，
在國家海洋局組織下，由國家海洋信息中心編
寫的《釣魚島─中國的固有領土》宣傳冊20
日正式出版發行。

據介紹，宣傳冊共分 5 個部分，內容包括
釣魚島概況、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日本和國際社會曾明確承認釣魚島屬於中國
、日本主張釣魚島主權沒有歷史和法理依據、
中國積極宣示和堅定維護釣魚島主權等。

宣傳冊以圖文並茂的形式，選印了古今中
外部分歷史文獻記載和輿圖，充分說明中國最
早發現、命名、利用和長期管轄釣魚島的歷史
事實，有力駁斥了日本依據 「先佔」原則主張
釣魚島主權的謬論，同時指出美國和日本戰後
通過《舊金山和約》對釣魚島私相授受的行為
是非法的和無效的。

宣傳冊用中、英、日三種文字印刷，將面
向國內外廣泛發行。發行宣傳冊的目的就是要
向國內廣大民眾和國際社會再次闡明釣魚島及
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的歷史
和法理事實。

市民搶購釣魚島地圖
另據中通社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釣魚

島及其附屬島嶼》地圖19日率先在北京市內新
華書店發售。據悉，官方釣魚島地圖剛上架，

就有很多讀者諮詢、購買，其中王府井新華書
店在 20 日早上開業後不到 20 分鐘內，地圖就
售賣一空。

據《北京晚報》20日報道，《中華人民共
和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地圖由中國地圖出
版社編製出版發行，全張彩色，售價6元。這
張官方釣魚島地圖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數量為
5 萬張，目前，已通過快遞發往北京、天津、
上海、廣州、重慶、成都、西安、武漢和南京
的各大書店，將在全國各地陸續開始銷售。

這張地圖標明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地
理位置、領海基線以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
中國的位置。在地圖右側，還標明了領海基線
的地理坐標以及釣魚島及其部分附屬島嶼標準
名稱、地理坐標。

據了解，這張地圖從搜集資料到問世，經
歷了4個月的時間，是根據國家最新的地理信
息數據庫和衛星航拍圖編製而成的，也是中國
迄今為止最詳細、最精確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
嶼地圖。

《釣魚島─中國的固有領土》出版

溫家寶19日晚抵達布魯塞爾出席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對比
利時進行正式訪問。當地時間周四上午，溫家寶在布魯塞爾接見了華人
華僑。

針對釣魚島問題，溫家寶強調指出： 「最近，日本當局導演的一場
釣魚島的鬧劇，全世界都應該知道釣魚島是中國神聖的固有領土，我們
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採取有力措施。在
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這些重大問題上要保持錚錚鐵骨，毫不退讓。
一個民族沒有比尊嚴和自主、獨立更為重要的了。」

10天內兩度表態
這也是溫家寶短短 10 天之內，就釣魚島問題第二次表態。9 月 10

日，溫家寶在外交學院發表講話時指出，舊中國飽受屈辱，山河破碎，
弱國無外交。中國政府和人民比任何人都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家主權和民
族尊嚴，即使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也是錚錚鐵骨。釣魚島是中國
固有領土，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會退讓半步

今年 5 月 13 日，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北京舉行。溫家寶在
會見野田佳彥時重申了中方在涉疆、釣魚島等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敦促
日方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精神，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
關切，謹慎、妥善處理有關問題，堅持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

歷次交談據理力爭
在野田內閣之前，溫家寶在與前幾任日本首相會晤時，也在多個場

合表達中方對釣魚島的嚴正立場。2010年10月4日，溫家寶和時任日
本首相菅直人在第八屆亞歐首腦會議期間進行了交談。溫家寶重申，
「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2008年12月13日，溫家寶在福岡會見了時任日相麻生太郎。溫家
寶闡述了中方對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的一貫立場，強調雙方應冷靜妥善
處理有關問題，防止影響兩國關係大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今年 9 月 20 日也再次重申，釣魚島及其附
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
依據。中國法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屬於中國有明確規定。日方做法
侵害了中國領土主權，無論根據國際法還是中國國內法都是非法行為。

【本報訊】日本媒體20日報道稱，中國海軍2
艘護衛艦於19日傍晚出現於釣魚島西北偏北約150
公里處海域。據稱，這是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實施
「國有化」方針後，首次發現中國海軍軍艦在釣魚

島毗連海域的周邊活動。中方對此未予證實。
日本富士電視新聞網（FNN）20 日當天報道

稱，日方確認中國海軍兩艘護衛艦於 19 日傍晚抵
達釣魚島西北偏北約150公里處海域，並一直在該
海域逗留至入夜。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 20 日在記者會上說
，日方對此表示關注，並收集相關情報，不過沒有
做進一步說明。

由於最近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中國浙江省千艘漁
船赴釣島海域捕魚，日本方面非常緊張。日本那霸

的海上保安總部連日來持續監視釣魚島海域。但據
日本表示，由 18 日起三天來共有 16 艘中國船隻駛
入釣魚島12海里領海及毗連海域，分別是6艘漁政
船與 10 艘海監船。但中方報道的數百艘浙江省漁
船並沒有大規模湧入釣島海域。

僅少數漁船逼近釣島近海
中新社援引浙江省海洋與漁業局轄下訊息中心

以衛星定位監控每艘浙江籍的漁船及漁政船的位置
得出的數據表示，逾700浙江籍漁船中的大多數是
在距離釣魚島127海里（約230公里)範圍內作業。

日本傳媒指出，相關海域大約位於浙江省和釣
魚島的正中間。

報道指出，根據這座訊息中心昨天上午 10 時

左右的資料，在距離釣魚島127海里範圍內作業的
浙江籍漁船已超過700艘；其中多數船隻在釣魚島
北方海域作業，其餘船隻則在釣魚島西方海域作業
，進入距釣魚島60海里範圍內作業的漁船有23艘。
最靠近的漁船距離釣魚島群島中的黃尾嶼32海里。

180城市爆反日示威
【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連日來，中國民眾走

上街頭，群情激昂，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島。《環球時
報》20日發表社評稱，9月18日共有180多個中國城
市發生了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島的示威活動。這些抗議
基本做到守法和平。又稱上周末發生的一些打砸行為
並不具有普遍性，與那兩天遍及全國的遊行規模相比
，它們堪稱是極少數人的行為。

近日中國主流媒體對打砸行為發動了疾風暴雨般
的抨擊，充分彰顯了全社會對街頭暴力的鮮明唾棄。
各地警方對打砸分子的追究也很堅決。

客源銳減赴日航班大降
【本報訊】受釣魚島問題的影響，大量中國遊客

近期取消了赴日本旅遊計劃。由於客源銳減，中國航
空公司紛紛暫停或大量減少赴日航班。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東方航空公司20日表示，東
航原計劃 10 月 18 日開通的上海至仙台新航線，由於
客源不足等原因暫時中止。其他赴日航線目前也極為
蕭條，客源量急降。中國南方航空近日也調減了部分
涉日航線航班。

在中國各大航空公司紛紛暫停或調減赴日航線航
班的同時，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透露，到9月17日止
，預定今年 9 月至 11 月赴日的中國遊客，有 1.5 萬個
預約座席已取消，相當於日本團體遊客同期前往中國
的4倍之多。

溫家寶：錚錚鐵骨溫家寶：錚錚鐵骨 毫不退讓毫不退讓

▲日本媒體報道，中國海軍2艘導彈護衛艦從
19日傍晚起出現在釣魚島海域 網絡圖片

▲2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布魯塞爾會見中國駐歐盟使團和駐比利時使館
工作人員，中資機構、華僑華人和留學生代表 新華社

▲20日，一名北京市民正在查看地圖上釣魚
島的情況 中新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專
題地圖上的釣魚島 中新社

▲一北京市民在書店展開地圖仔細觀看
中新社

▲在內地擁有5500家分店的康輝旅行社，已全部
停止赴日旅遊的相關事宜 中新社

▲在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薛閣小學，學生們在 「勿忘國恥 愛我
中華」 橫幅上簽名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