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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當年共識否認當年共識 難有局勢穩定難有局勢穩定

寸寸山河寸寸金。在保家衛國的
問題上，中國人從來都是不含糊的。
日前，日本政府推行所謂釣魚島 「國
有化」，公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中
國政府和人民對此表示了強烈憤慨和

嚴厲譴責。

反擊日方既堅定又理性
連日來，針對日本 「購島」鬧劇，中國政府打出一連串組

合拳，給予有力回擊，一系列舉措短時間內迅速出台，包括：
公布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線，向大陸架界限委員
會提交東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陸架劃界案，派出海監、漁
政船舶開展維權巡航執法等。中國的反應是正義的，也是理性
的。雖然日本當局挑釁在先，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既堅定、堅
決，又分寸恰當地展開鬥爭。中方反應之強硬、行動之迅速、
反擊之恰當、措施之有力，令日方如居爐火之上，日首相直陳
預估有誤。

中國人民及全世界華僑華人也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日方惡

劣行徑的強烈義憤。

日本必須真誠悔改
地理的原因使中日必須永遠做鄰居，歷史上中日也不乏友

好交流的佳話，地球村的今天中日相互依存度更是前所未有。
但日本一些政客和極右勢力無視歷史教訓，悄悄祭起軍國主義
的招魂幡，將中日乃至亞洲人民的福祉綁上自己的戰車。近日
，日本媒體揭露了日當局篡改當年日本首相田中與中國總理周
恩來會談記錄的行徑，再次暴露出日企圖侵佔釣魚島蓄謀已久
。現在是給這些危險分子當頭棒喝的時候了！

中國一直是並且仍將是維護世界及亞太地區和平的重要力
量。當前中方這場對日鬥爭，除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之外，還
具有反對和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特別作用，長遠看對亞太
和平穩定有着巨大影響。

近來，日本理性的聲音有所增多，日本首相也提出了派特
使到中國。本着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只要他們拿出實實
在在的行動來痛改前非，我們還是應該報以歡迎的。畢竟，21
世紀應該成為和平發展合作的世紀，不能讓上世紀前半葉世界

大戰的歷史重演了。解鈴還需繫鈴人，日本能否抓住這轉瞬即
逝的機遇，讓我們拭目以待。

和平發展絕不動搖
可以說，這場反制日本的鬥爭，不僅考驗着中國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同時也考驗着中國走和平發展
道路的決心和意志。近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政治體制不斷
完善，通過發展實現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穩定，同時中
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對世界和地區熱點問題
的降溫也發揮着重要作用。對周邊國家，中國始終堅持 「睦鄰
、富鄰、安鄰」的政策，下大力氣發展同周邊鄰國的經貿互利
合作，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為亞洲繁榮穩定做出巨大貢獻。

在世界普遍歡迎中國和平發展的同時，確有一些外國勢力
對中國快速崛起看不順眼，感到焦慮不安、「受威脅」。日本極
右勢力尤其不願接受中國GDP超過日本這一現實。這些人以多
種方式對中國進行干擾、試探，妄圖讓中國偏離和平發展道路
。但中國對形勢的判斷是清醒的，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也是
堅定不移的。中國此次對日反制措施是冷靜、理智的，有理、
有利，有節，中方還多次呼籲通過對話談判解決釣魚島之爭。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並不等於對外來的挑釁無動於
衷，更不等於逆來順受。任何勢力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必然要遭到相應回擊。中國的和平發展符合世界各國人民
的利益，國際社會都應敦促日方正視歷史和現實，盡快回到中
日雙方曾經達成的諒解和共識，以實際行動消除惡劣影響。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不動搖
畢 誠

中國促日正視釣島爭議中國促日正視釣島爭議

來論

【本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1日指出，
日方否認釣魚島的主權爭議，這完全是自欺欺人。
中方要求日方正視中方的嚴正立場，停止一切損害
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回到談判解決釣魚島爭議的
軌道上來。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美國
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克
林頓時期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
事務高級主任李侃如20日說，日本
政府最近「購買」釣魚島的行為打破
了中日在這一問題上的長期共識。

李侃如當天在布魯金斯學會舉
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說，日本的行為
是中國採取措施的重要原因。李侃

如說，在上世紀70年代，中日領導
人就明確達成一致，將釣魚島問題
擱置。

李侃如還認為，當美國政府內
有人做出暗示美國在領土爭端上選
邊站隊的評論時，這是犯了 「巨大
的錯誤」。 「我認為，這對我們沒
有好處。確實有一些這樣的言論。
我認為，這些言論令人遺憾。」

李侃如：購島打破中日共識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二十一
日消息：國家旅遊局 21 日稱，國家
旅遊局原定於 21 日組團赴日參加日
本國際旅遊展的計劃已經取消。同
時，國家旅遊局提醒赴日旅遊的中
國遊客高度關注自身安全。

國家旅遊局新聞發言人 9 月 21
日表示，國家旅遊局取消原定於9月
21日至24日組團赴日參加日本JATA

國際旅遊展計劃。
同日發出的旅遊提示指出，鑒

於有關形勢，為保證中國遊客安全
，國家旅遊局特別提示，近期擬赴
日旅遊和已在日旅遊的中國遊客高
度關注自身安全。一旦人身遭受侵
擾或財產受到侵犯，應及時向日本
警方報案，同時向就近的中國駐日
使領館通報情況，取得領事協助。

國旅局發赴日遊提示

【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國家海洋局對中
國釣魚島等島嶼及其周邊海域部分地理實體
進行了名稱標準化處理。經國務院批准，國
家海洋局、民政部 20 日公布了釣魚島等島
嶼及其周邊海域部分地理實體的標準名稱及
位置示意圖（見附表）。

國家海洋局同時公布了釣魚島等島嶼及
其周邊海域部分地理實體位置示意圖。

《日軍侵華期間細菌戰》將出版

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府認為不存在主
權問題。中方是否認為日方立場是解決釣魚島問題的障礙？

日否認爭議自欺欺人
洪磊指出，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權。日方否認釣魚島的主權爭議，這完全是自欺欺人。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有史為
憑、有法為據。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釣魚島，中國早在明朝已將釣魚島納
入中國海防管轄範圍。日本在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竊取了釣魚島。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國收回日本侵佔的台灣等領
土，這其中包括釣魚島。1971年美日之間私相授受，將所謂的釣魚島管轄權交給
日本，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不予承認。日方所謂 「釣魚島不存在主權爭議」的
說法完全是罔顧史實和法理，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洪磊表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82年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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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重要諒解和
共識。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由此開啟，中日關係才有了40年的巨大發展，東亞
地區才有了40年的穩定與安寧。

「如果日本當局對兩國當年的共識矢口否認，那麼釣魚島局勢還如何能保持穩
定？中日關係將朝何處發展？」洪磊說。

有記者問，如果中日就釣魚島問題談判，中方將設置什麼前提條件？洪磊回答
說，中方一直主張通過對話談判解決釣魚島有關爭議。我們希望日方正視現實，停
止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消除惡劣影響，回到中日雙方已有的共識和諒解上來
，回到對話談判解決有關爭議的軌道上來。

邦交紀念活動已受影響
另外，對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相關慶祝活動是否照常舉行的問題，洪

磊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兩國各界原本期待以此為契機推動
兩國各領域合作邁上新的水平，但很多設想都被日方的錯誤行徑破壞了。據我了解
，雙方此前籌劃的紀念活動有不少因此受到影響。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責任完全
在日方。日本宣布 「購買」釣魚島後，中國政府和人民表達了反對日方侵犯中國領
土主權、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和決心。

有記者問，中方是否將派官員赴日就釣魚島問題進行協商？洪磊表示沒有聽說
有關安排。

洪磊強調，中方一直主張通過對話談判解決釣魚島爭議。日方要正視現實，盡
快回到中日雙方業已達成的共識和諒解上來，回到對話談判解決爭議的軌道上來。
日方要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以實際行動消除非法購買釣魚島產生的
惡劣影響。

【本報訊】據英國 BBC 中文網
駐日特約記者報道：在釣魚島主權爭
議中，中國當局對日本採取的強硬態
度對日本企業造成心理壓力。

日本貿易振興會下屬的亞洲經濟
研究所新領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
周五在接受 BBC 中文網記者獨家採
訪中談及一周來的中日糾紛說，這次
中國的反日行動與以往不同，北京政
府作出未曾有的強硬表態。

他說，目前的情況對日本企業將
造成心理的影響可能很深遠，尤其是
中小企業非常敏感，承擔不起這麼大
的風險。

他表示對中日經濟關係前景感到
擔憂。

中國現在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
，據日方統計，去年中日貿易額為
27.5萬億日圓（約3500億美元）。

日本多個傳媒 21 日報道，政府
經濟產業省旗下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向日本企業做的調查說明，中國部分
地區已開始對日本產品加強通關手續
，顯示中國可能開始了對日經濟制裁
，以報復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

《日本經濟新聞》引述日本貿易
振興機構的調查說，中國 11 個主要
海關中已出現通關阻滯的包括北京、
上海等5地區，上海海關還定出了全
檢對象的日本產品。

《朝日新聞》報道說，天津港關
稅當局周四晚發出通告： 「提升對日
本產品的檢查率」。報道引述天津海
關的人士透露，目前正研究具體提升
哪些產品項目。

《朝日新聞》分析說，2010 年
中日東海撞船事件後，中國對日經濟

制裁的程序是先加強通關手續阻滯日本產品進口，
接下去是限制中國對日出口稀土等，這次可能也是
如此。

不過，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周五只承認
「有各種消息」，財務大臣安住淳則稱： 「現在還

沒得到重大通關糾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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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新社全國政協文
史工作座談會 21 日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文史和
學習委員會主任陳福今在會上透露，《日軍侵華期
間細菌戰》、《近代中國要塞》、《三峽工程移民
紀實》等文史資料專題目前已完成徵集任務，圖書
進入出版程序。

陳福今強調，要加強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資料的
徵集工作，支持港澳委員撰寫文史資料，開展海峽
兩岸學術交流，採取措施推進海外史料徵集，團結
港澳台僑愛國人士共同為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服務。

▲洪磊指出，日方所謂 「釣魚島不存在主權爭議」 的說法完全是罔顧史實和
法理，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外交部網站

▶釣魚島及其周邊地理實體位置示意圖
網絡圖片

▼北小島、南小島及其周邊地理實體位置
示意圖 網絡圖片

▲釣魚水道位置示意圖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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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名稱

高華峰

神農峰

東釣角

西釣角

北釣角

東龍尾

西龍尾

龍頭溪

雙溪

西溪

小西溪

順風港

匯魚灣

釣南錨地

釣魚水道

黃毛峰

赤坎嶺

繫纜石

獅峰

鷹峰

孔明石

蓮花石

拳頭嶺

拇指峰

橄欖門

元寶門

位 置

釣魚島中部偏西

釣魚島中部偏東

釣魚島東端

釣魚島西端

釣魚島北端

釣魚島南部，西龍尾以東

釣魚島南部，東龍尾以西

釣魚島東北部

釣魚島北部

釣魚島西部

釣魚島西北部

釣魚島西部

釣魚島以南

釣魚島以南，西龍尾以西

釣魚島與北小島之間

黃尾嶼中部

赤尾嶼中部偏南

赤尾嶼北部

北小島南部

北小島中部偏北

北小島西北部

北小島北部

南小島西北部

南小島東南部

北小島與南小島之間

元寶島和小元寶島之間

高華峰

釣魚島 神農峰

龍頭溪

東釣角

北釣角

雙溪

小西溪

西溪

順風港

釣南錨地
西龍尾

東龍尾 匯魚灣

西釣角

▲在浙江省台州市溫嶺石塘鎮，邊防官兵在印
有 「勿忘歷史、振興中華」 字樣的橫幅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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