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新華社海口三十日消息：正在
進行的第八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
貿洽談會上，南海開發成多省區在談及區域合作
時關注的焦點。與會人士認為，泛珠合作正逐
漸從陸域走向海域，南海開發也將從分散走向
合作。

十八大創發掘南海資源機遇
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在論壇上表示，中共十

八大首次提出的建設海洋強國戰略、三沙建市的
國家決策，給泛珠三角區域（9+2）創造了合力推
進南海資源的開發、保護和維權管控的機遇。

專家認為，中國經濟已發展成為高度依賴海
洋的外向型經濟，對海洋資源、空間的依賴程度
大幅提高，在管轄海域外的海洋權益也需要不斷
加以維護和拓展。

中國國家海洋局副局長王宏表示，泛珠省份
在南海開發上具有先天優勢，是保護開發南海資
源、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重要平台。

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廳長趙中社說，海南管
轄南海200多萬平方公里海域，全國最大，但在資
源開發方面仍顯不足。以漁業為例，南海漁業資

源蘊藏量豐富，海南省漁船西沙、中沙生產的漁
船年捕獲量僅佔年可捕獲量的2%左右；而南沙海
域這一比例僅為1.8%。

「從這一情況可以看出，單靠海南一省之力
，迅速提高南海資源開發水準，快速壯大南海產
業規模面臨巨大困難。」海南省副省長陳成說，
希望泛珠各方能夠攜起手來共同開發南海資源。

福建省副省長倪岳峰表示，福建願與泛珠區
域各方一道，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加快建設
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共同拓展發展空間。

內陸省份建設臨港產業園
泛珠區域的內陸省份對南海開發也動作頻頻

。四川、湖南、雲南與廣西合作，將在北部灣經
濟區建設臨港產業園，尋找 「出海口」。江西省
將加快在福建沿海建設3個 「飛地港」項目。

海南省省長蔣定之說，希望泛珠各方能夠在
交通基礎設施上先做文章，加大港口以及區域性
航空樞紐建設力度，集約化開發海洋資源，培育
主導特色產業，配合國家三大石油公司進軍海洋
戰略，加快海南南海油氣勘探開發加工和服務基
地、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基地的建設步伐。▲漁民在海南三沙市的漁港搬運魚獲 新華社

海監將強化西沙管控
黃岩島海域執法明年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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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長、
中國海監南海總隊總隊長成純發表示，明年
將強化對西沙海域的實際管控，把黃岩島及
其鄰近海域的維權執法常態化。對於海南授
權對非法外國船隻執法，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表示，依法進行海洋管理是一國的正當權利。

泛珠抱團合作開發南海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三十日電】由聯合國文明聯盟、
中國聯合國協會主辦，主題為 「通過對話和多樣性促進和
諧」的聯合國文明聯盟上海會議暨亞洲南太平洋地區協商
會議，29日至30日在上海舉行。會議提出了聯盟在亞洲和
南太平洋地區的工作計劃，會議成果將為聯合國文明聯盟
2013年維也納全球論壇做準備。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代表中國政府對會議召開表
示祝賀。他說，中共十八大重申了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
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等重要主張，提倡在國際關係當中，弘
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

亞太成全球發展力量
「包容互鑒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發展道路

的多樣化，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
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推動人類的文明進步
」。他說，中國要和亞太各國一道，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
、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而繼續共同努力。

崔天凱談到，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和平與發
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同時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深遠，全
球發展不平衡還在加劇，局部的動盪頻繁發生，糧食安全
、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世界
仍然很不安寧。

亞太地區各國歷史悠久、文化多樣，在歷史發展的長
河當中，各種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為人類進步作出
了突出貢獻。當前亞太地區總體保持良好勢頭，已經成為
全球發展的重要力量。

崔天凱籲國際關係包容互鑒

《中國海洋報》30日報道稱，就2013 年中國海監
南海總隊的重點工作，成純發表示，要繼續深入開展南
海定期維權巡航執法。強化對西沙海域的實際管控，組
織對中國主張 「九段線」內的巡航，把黃岩島及其鄰近
海域的維權執法常態化；根據國家海洋局統一部署，組
織開展專項維權行動，有效遏制南海周邊國家侵犯我海
洋權益的行為；做好新接收艦船的訓練和管理，組織南
海三省（區）的地方海監機構參與南海維權任務，增強
南海維權巡航派出力量；全力推進維權執法綜合保障
能力建設；加大海域使用、環保類案件的查處力度，
繼續做好 「海盾」、 「碧海」等專項執法，規範用海
秩序。

成純發說，中國有18000公里海岸線，約300萬平
方公里管轄海域，是名副其實的海洋大國。然而，中國
與周邊部分國家存在海洋劃界爭端。特別是南沙群島，
有大大小小島礁200多個，但中國（包括台灣在內）實
際控制的卻只有八個。南海周邊國家尤其是越南、菲律
賓、馬來西亞等國，多年來源源不斷地從南海掠奪大量
油氣，蠶食南海海域、島礁和資源。更嚴峻的是，南海
問題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美、日已開始染指南海，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更給撲朔迷離的南海局勢增添變數。
當前，維護南海權益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中共十八
大提出 「建設海洋強國」，體現了黨和國家處理海洋問
題以及南海問題的決心。

中方重視維護南海航行自由
新華社 30 日報道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當日在記

者會上表示，中方重視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目前這方面
不存在問題。

會上，有記者問：有報道稱，海南省日前關於該省
管轄海域的新立法引起東南亞國家關注。請問有關立法
有哪些涵義，如何界定 「非法進入」，這會加劇南海緊
張局勢嗎？

洪磊表示，中國依據國際法和國內法進行海洋管理
。在南海問題上，中方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權益的立場
是明確的、一貫的。同時，中方致力於通過友好協商談
判解決同鄰國的爭議。

「各國依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應當得到保
障，中方重視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目前這方面不存在問
題。」洪磊說。

【本報訊】海南省於 11 月 27 日審議通過新修
訂的《海南省沿海邊防治安管理條例》，規定對非
法進入海南管轄海域的外國船舶，公安邊防機關可
依法採取登臨、檢查、扣押、驅逐，令其停航、改
航、返航等措施予以處置。據環球網報道，對此，
多家外媒就此項條例進行了解讀。

《菲律賓問詢者報》11月30日發表文章稱，菲
律賓是中國修訂條例的明顯打擊目標之一。

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埃爾南德斯表示，菲外交
部正收集關於中國新動作的更多消息。他說： 「如果
消息屬實，它將為菲律賓和國際團體帶來擔憂。」

菲律賓軍方則表示，中國新修訂的條例 「太過
分」。

英國路透社 11 月 29 日也發表文章關注了菲律

賓和美國方面的反應。美國軍方官員稱中國這一報
告只提及海南省的警察而非軍隊，因此他們並不清
楚中國此項新條例的預定範圍。美國軍方還表示，
海南省這項政策不會影響美國船隻在國際水域的行
動。

菲律賓一位退休海軍高級官員羅伯斯表示：
「這些警告不是直接針對我們。中國只是想試探美

國會如何反應。」
美國 「商業內幕」網 11 月 29 日也針對中國警

方將在南海檢查外國船隻一事發表文章，認為中國
此舉是為維護南海主權 「動真格」。

事實上，中國多次表示，中國尊重各國在南海
的航行自由，並無意限制在這一海域上航行的合法
船隻。

海南授權對非法闖入轄海外國船執法

外媒驚呼中國動真格

【本報訊】共同社30日報道稱，經日本海上
保安廳巡邏船確認，29 日，中國海監船 「海監
137」在釣魚島附近的毗連區航行。 「海監 137」
11月14日剛入列中國海監，這是該船首次在釣魚
島海域航行。

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總部稱，27日以來中
國公務船已連續 3 天在釣魚島附近航行。除 「海
監 137」外，日方還確認當天 「海監 46」和 「海
監49」在該毗連區內航行。

《產經新聞》說，中國海監船編隊當時在釣
魚島西北方向約67公里處巡航。

中國國家海洋局網站消息，11月14日，3000
噸級 「海監137」船入列中國海監東海總隊，將赴
東海海域執行定期維權巡航任務。

報道稱，中國 「海監137」船的入列，進一步
提升了中國海監維權巡航執法能力。為適應當前
和今後一個時期海監維權巡航執法工作的需要，
近期還將有數艘船舶相繼入列中國海監執法船序
列。

「海監137」執法船前身為中國海軍東海艦隊
「東拖 830」遠洋拖輪，11 月 14 日，該船入列海

監東海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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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電視台報道，11月30日上午，中國
海軍艦艇編隊駛抵西太平洋預定訓練海域進行了單艦戰鬥值
班、防空反潛等多個高強度科目訓練。

報道稱，航渡期間，參加遠海訓練的各艘艦艇按計劃進
行了多個科目的訓練。單艦戰鬥值班訓練要求艦艇的探測手
段和武器系統保持戰鬥狀態，使艦艇隨時可以應對突發情況
，保持作戰能力。

航渡期間，各艦艇依託指揮信息系統，展開了複雜電磁
環境下的實戰化訓練，模擬導彈攻擊、反導作戰、電子對抗
等各科目輪番上演，高強度的訓練檢驗了戰法訓法，實現了
人與武器的最佳結合，大大提高了遠海訓練效益。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28日分批通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
平洋海域，開展例行訓練。這支海軍遠海訓練艦艇編隊由東
海艦隊導彈驅逐艦 「杭州」艦、 「寧波」艦，導彈護衛艦
「舟山」艦、 「馬鞍山」艦，綜合補給艦 「鄱陽湖」艦以及

艦載直升機等組成。參加此次遠海訓練的艦艇多為中國海軍
主力戰艦，具有較強的綜合作戰能力。其間，艦艇編隊將重
點進行晝夜連續航行與防禦、編隊遠海作戰與補給、為大型
水面艦艇護航、艦機協同聯合搜救等課目訓練。

今年以來，中國海軍已多次組織艦艇編隊赴西太平洋開
展遠海訓練。最近的一次是10月上旬到中旬，由 「哈爾濱
」艦、 「石家莊」艦等7艘艦艇組成的海軍北海艦隊聯合編
隊，赴西太平洋海域展開例行遠海訓練。

海軍西太平洋訓練護航

▲由海軍遠洋拖輪改裝成的3000噸級 「海監
137」 船 網絡圖片

11月30日，中美兩軍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室內
推演在成都軍區某訓練基地舉行。雙方演練人員在導
調組的導引下，按照任務啟動、兵力投送、聯合救援
行動、任務交接與撤離4個階段，共同研究救援行動各
階段的情況判定、組織指揮、行動方法和協調保障等
問題 中新社

中美聯演救災

▲中國將加強西沙海域的實際管控。圖為南海華陽礁上的守礁官兵在打籃球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新華社三亞三十日消息：以
「綠色發展、合作共贏」為主題的第四屆泛珠三

角區域口岸合作聯席會議29日至30日在海南三亞
舉行。與會專家表示，泛珠各省口岸建設逐步改
善，對外開放持續推進，但口岸經濟發展仍需突
破諸多 「瓶頸」。

雲南省口岸辦副主任辛高潮認為，首先口岸
管理法規缺位，管理無法可依。國家至今未出台
關於口岸或邊民通道管理的法律法規或規章辦法
，有關口岸的規範文件已不適應邊境經濟的發展
現狀，造成邊民通道管理無法可依、標準不一、
管理無序。

另外，口岸配套設施標準滯後，管理基礎較
差。隨着泛珠各省口岸業務量大幅增長，執法規
範要求日益嚴格，現階段具備的查驗監管場所配
套設施越來越難以滿足實際工作需要。

廣西口岸辦副主任張蘅說，隨着泛珠各省新
建碼頭迅速增加，口岸查驗點多線長，口岸基礎
設施建設的投入嚴重不足。此外，口岸綜合管理
部門與其他口岸部門相比都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口岸大通關建設中信息 「孤島」問題突出，與
信息資源共享、提高口岸工作效率的需求不相適
應。

口岸通關成本總體偏高也是一大 「瓶頸」。

福建省口岸辦官員崔華說，航運企業利用壟斷聯
盟地位隨意漲價，各種港雜費名目繁多，口岸查
驗監管環節較多，降低了效率，增加了成本。

與會專家表示，泛珠各省應進一步深化泛珠
口岸區域合作，建立區域查驗單位合作機制，提
高口岸通關效率，建立發展郵輪遊艇產業合作機
制，培育區域口岸經濟新的增長點，共推口岸經
濟發展。

崔華認為，泛珠各省應建立跨省區進出口貨
物直通放行和區域通關協作制度，提高口岸通關
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促進貿易通關便利化；啟
動 「屬地申報、口岸驗放」通關方式，實行通關
模式與跨境快速通關模式聯動；建立區域一體化
檢驗檢疫通關運行機制，提高口岸檢驗檢疫驗放
效率。

泛珠口岸經濟發展須突破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