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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防衛省稱，中國海軍7艘軍艦4
日通過沖繩縣宮古島東北約110公里海域駛向太平
洋，上述海域位於釣魚島以東，中國軍艦6月從太
平洋經同一海域進入東海。日本防衛相森本敏稱，
中國向周邊海域派遣軍艦的行為是一種 「示威」 活
動。

日本防相誣中國示威
解放軍7艦東出太平洋

■

簡訊有能力破第一島鏈
警告美勿輕舉妄動

【本報訊】國慶期間，北海艦隊飛行團以國產運
輸機改裝的航拍偵察機 「戰鷹」，到預定海域進行航
拍，以獲取巡視海域的雲圖和島礁方位、大小等詳實
可靠的證據資料。

據新華網介紹說， 「戰鷹」機艙分為前艙和後艙
兩部分，前艙駕駛室為並排雙人坐椅布局，領航艙在
駕駛艙的下側靠前的位置，後艙是通信、導航等部
門。

高空航拍需多方配合
「這是國產某型巡邏機，該型飛機是在原型機基

礎上改進的，機頭下加裝了搜索雷達，其偵察照相系
統包括高中空光學照相機、低空相機等裝備，救生裝
置包括5人救生艇或單人救生裝置。」擔任此次飛行
機長的副團長陳剛說，為確保裝備性能、延長使用壽
命，飛機的外部蒙皮、鋼製零件及所有非氣密部分的
部件，都採取防鹽霧、防濕熱和防黴菌的三防措施。
由於是巡邏機，飛機的照相功能非常強大，機身中段
後部兩側各裝有一側向相機艙門，尾下部裝有一個垂

直相機艙門。
此次任務是去指定海域進行航拍，航空拍照是航

空攝影測量判別的基礎，照片的質量直接影響判讀的
結果，是一項技術活。它不僅要求操作人員有敏銳的
觀察力和過硬的專業素質，還要求機組人員密切協同
配合，才能獲取高質量的影像資料，供給地面判讀人
員進行解讀。在陌生海域進行作業時，對駕駛員各方
面素質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

戰備巡航保祖國安寧
隨着離島礁越來越近，機組人員迅速開始拍攝，

機翼兩側的航空相機同步運行。在機翼兩側和機腹的
3台某型號航空相機在目標上空，同時開始疊加拍攝
。隨着飛行姿態的改變，航空相機在馬達的驅動下不
斷調整角度，非常靈活。

航空拍照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掌控目標海域
的最新信息。近年來，該團先後執行了十多次的大型
航拍偵照任務，為部隊提供了大量的資料，為捍衛祖
國領土領海完整立下了汗馬功勞。

【本報訊】中國航母 「遼
寧」艦 9 月 25 日交付海軍後
，美國隨即在西太平洋布置了

兩個航母戰鬥群，其意欲在東、南海牽制中國，儘管
此前美國防長帕內塔宣稱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立
場，然而其舉動卻完全不是如此。在釣魚島爭端僵持
不下的局面中，中日美三國的明爭暗鬥正在升級。隨
着 「遼寧」艦的入役，中國也積極展開了自身的海權
戰略。

據日本防務省報道稱，7艘中國軍艦4日通過沖

繩的宮古海峽駛入太平洋，位於釣魚島東邊200海里
處。這不是中國軍艦首次通過宮古海峽，宮古海峽是
琉球群島的主島沖繩島和宮古島之間的一條海上航道
，屬國際水道，是美國第七艦隊經常航行的海域。

展開海權戰略
2009年3月開始，中國海軍艦隊先後8次穿越宮

古海峽，由於該海峽位於美日 「第一島鏈」的重要位
置，日本每次都會全程監視中國軍艦，可以說，在被
監視下穿行宮古海峽已成常態。

中國軍艦此時通過宮古海峽，反映出三層深意：
一、對美軍兩艘航母赴釣魚島海域，以及美國

「魚鷹」運輸機和F35部署沖繩並覆蓋釣魚島作出的
反應之一。

二、美國正抓緊部署瀕海戰鬥艦以抗中國航母，
目前已在新加坡部署了三艘，可能會有更多。若美國
欲在釣魚島附近部署該種軍艦，則馬六甲海峽、宮古
海峽和台灣海峽都將被置於美國瀕海戰鬥艦的監視和
導彈控制之下，這將使中國航母難以發揮作用。此番
中國軍艦再過宮古海峽，其深意正是宣誓海權，並再
次證明中國海軍穿越第一島鏈的能力，警告美國勿要
輕舉妄動。

三、中國不能放棄從東海經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
洋的便捷航道，宮古水道既寬且深，無論航母還是核
潛艇都可從此通行。日本無法圍堵，只能加強監控，
而監控的落腳點，除了宮古海峽南北兩側的宮古島、
沖繩島，還可以是海峽西南方向的釣魚島。

（財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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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同社稱，7艘中國軍艦有驅逐艦、護衛艦、補給艦及
潛艇支援艦。其中包括舷號116號的 「石家莊」號導彈驅逐艦，
以及舷號112號的 「哈爾濱」號導彈驅逐艦，同樣在北海艦隊服
役。

局勢緊張牽制美國
報道指，這一次是日本政府上月把釣魚島 「國有化」後，中

國軍艦首次穿越該海域。日本防衛省表示，正在分析中國海軍此
舉的意圖。

有分析說，在釣魚島主權爭議令中日關係緊張之際，美軍派
出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在西太平洋戒備、監視，這屬於非常罕
見的部署；中國軍艦此時通過宮古島海域，意圖可能是要牽制美
國。

5日，日本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森本敏就中國軍艦穿過
沖繩海一事表示， 「不清楚中國本次活動的目的」。他同時分析
背景原因並指出，中國海軍從2008年前後開始向其周邊海域派
出艦艇，旨在 「確保海洋權益的示威活動持續不斷」。

森本敏還就美國第七艦隊向西太平洋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一
事稱： 「美軍不會因尖閣諸島（即我國釣魚島）問題運用航母，
這不是什麼特別的動向。」

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5日表示： 「中國軍艦沒有進入日本領
海，也沒有違反日本國內法或國際法。日本不認為中國軍艦的出
現和中國在釣魚島的立場有關」。

現身深藍將成常態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何亮亮認為，中國海軍正逐漸成為一支

遠洋海軍，為了保護中國在世界各國的利益，今後將越來越多地
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海域。至於說西太平洋有所謂的第一島鏈，就
是從日本到沖繩到台灣之間的，過去由於中國海軍沒有這樣的實
力，所以很少出現在這個地區，但近年來中國海軍以編隊的形式
穿越這一地區的情況已經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普遍了。

他表示，日本方面也會逐漸接受這個現實，就好像美國海軍
經過世界各地的海域已經不是新聞了，那麼未來中國海軍編隊進
入太平洋恐怕也就不會那麼引人關注，就是因為它確實實現了常
態化。

中國海軍近年被認為在日本近海活動頻繁。日本海上自衛隊
今年最少 4 次在宮古島與沖繩本島附近，發現中國海軍艦艇。
2010 年 4 月，包括兩艘潛艇和導彈驅逐艦在內的 10 艘中國艦艇
曾在有關海域航行。

【本報訊】據中通社五日消息：日本
海上保安廳稱，5 日，又有 4 艘中國海監
船進入距離釣魚島 24 海里毗連區內，另
外仍有4艘漁政監督船在釣魚島毗連區附
近航行。

8 艘中國公務船自 1 日以來，連續 5
天在釣魚島周邊海域活動。

《讀賣新聞》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廳的
話報道稱，海上保安廳的船隻5日通過無
線電向在釣魚島附近海域活動的中國海監
船喊話，警告不要進入 「日本領海」，中
國海監船隻回覆稱，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
土，該海域屬中國管轄，並稱正在執行公
務。

NHK 報道稱，近日持續在釣魚島周
邊海域活動的8艘中國公務船隻中4艘為
海監船，另外4艘為漁政船。中國公務船
自 1 日以來多次進入釣魚島及附屬島嶼
「毗鄰區」，2 日和 3 日兩天，數艘中國

海監船曾數次進入釣魚島及附屬島嶼周邊
12海里海域。

10月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
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海監船將繼續在釣
魚島海域進行維權巡航。

有分析認為，今後中國船隻現身釣魚
島海域巡航或將常態化。

■

■

■

木寺昌人傳任日本駐華大使
【本報訊】據日本廣播協會報道，日本政府5日擬起用

內閣官房副長官助理木寺昌人出任新的駐華大使。
木寺昌人今年59歲，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1976年

進入外務省，與前候任駐華大使西宮伸一是同期入職。曾任
日本駐泰國和法國大使館公使，他在外務省的工作主要以經
濟領域為主，曾任外務省經濟合作局無償資金合作科科長，
主要負責政府無償開發援助的工作，還擔任過非洲審議官和
國際合作局局長，今年9月開始擔任官房副長官助理。

（中新社）

日中友協籲政府與中國對話
5日，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加藤紘一就當下的中日關係發

表講話，稱 「必須要改善當下的兩國關係，希望中日政府可
以實現對話。」

加藤紘一還指出，至今為止日本政府所表述的 「圍繞釣
魚島不存在領土問題」的主張，無論是作為現實，還是國際
社會層面的論證，都缺乏說服力，無助於日中關係的改善。

（中新社）

周小川將赴日出席世銀年會
【本報訊】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財務省財務官中尾武

彥4日透露，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謝旭人，
將出席9日在東京開幕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年會。這
將是中日關係惡化以來，中國部長級官員首次訪日。但年會
期間，日本財務大臣城島光力與謝旭人未安排會談。

內地多家大型銀行此前表示，不參加下周在東京舉行的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及相關系列活動。

（中通社）

日保險業停在華日企罷工險
【本報訊】日本共同社5日報道，日本各大損害保險公

司，已暫停辦理針對當中國發生罷工時，對受損日企進行賠
償的 「保險特約」的承保業務。如果不辦理此項承保的狀況
持續下去，有意打入中國市場的日企將無法在需要時獲得賠
付，這勢必增加在華投資風險。

（中通社）

北海艦隊飛行團遠海巡邏

112艦 「哈爾濱」 號，052型導彈驅逐艦。2002年接受現代化改裝，配備 「鷹擊」 -82
（C-802）反艦導彈，將100毫米炮塔換成隱身炮塔。

116艦 「石家莊」 號，051C型導彈驅逐艦
。裝置俄製頂板三坐標對空警戒雷達、
SJD-9主／被動艦艏聲吶、俄製30N6E1
型單面旋轉陣面式相控陣雷達。

864艦 「海洋島」 號，926型潛艇支援艦。
排水量達9500噸，尾部絞車裝置能將救生
艙放至水下300米深度，一次能從潛艇中救
出18名船員。

546艦 「鹽城」 號，054A型導彈護衛艦。
配備2座4聯裝YJ-83反艦導彈發射架和4
座8聯裝垂直發射紅旗-16防空導彈。

528艦 「綿陽」 號，053H3型導彈護衛艦。
配備 2座 4聯裝C802反艦導彈，8聯裝紅
旗-7艦空導彈，一架Z-9A直升機。

861艦 「長興島」 號，救生船。曾執行首次
南極建站、出訪俄羅斯、巨浪系列導彈發射
、 「2005─和平使命」 中俄聯合軍演等任
務。

881艦 「洪澤湖」 號，遠洋補給艦。具有遠
洋編隊綜合補給能力的2萬噸級大型軍輔保
障艦船，曾參加人民海軍首次環球航行等多
次重大軍事活動。

▲飛行團高空拍攝的部分照片 網絡圖片

▲澳洲墨爾本當地華人華僑4日在日本駐墨爾本領事館
門前舉行 「保釣」 和平示威活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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