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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陸軍
少將羅援25日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詳細地表述其
對釣魚島問題的系統性觀點。他認為，中日雙方為
此不會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但極有可能 「擦槍走
火」 。他提及，雖然中國在軍備方面佔有優勢，但
不應放鬆警惕，重申建立包含將釣魚島納入行政管
理、建立軍事演習區和組建經濟開發集團等的六個
「存在」 。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廣州二十五日電】

【本報記者張帆
上海二十五日電】前
世行行長羅伯特．佐
利克25日在滬表示，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提出的中美建立 「新型大國關係
」可以在經濟方面有更多作為。他同時對即將於下
月在美國舉行的 「習奧莊園會」充滿期待。

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法科學與國
際事務中心高級研究員、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
深客座研究員的佐利克是應復旦大學邀請來滬出席

由該校主辦的 「上海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
「新型大國關係」是由中國領導人在去年率先

提出的，佐利克對此表示讚賞。他說，這可以代表
中國領導的一個聲明，這個聲明是建立在對歷史的
看法之上的─歷史上大國崛起和衰落的進程總會伴
隨戰爭，而 「新型大國關係」試圖說明，崛起的國
家未必一定會造成衝突甚至戰爭。

經濟互補共同發展
在佐利克看來，這種新型關係的發展，也意味

着兩國在經濟層面會有更多共同話題。中國目前正
在謀求經濟轉型，美國經濟則正開始復甦，所以兩
國之間有很多的互補關係。兩國可以在服務業、電
信、金融、網絡、零售、食品安全等領域的合作中
有所作為。他呼籲中國必須把教育、技術、風投、

網絡以及知識產權都放到議事日程上去進行發展，
而美國若能參與到這些領域的話，也有助於自身的
發展。此外，他還建議中國進一步拉動內需、開發
私有部門、打造更開放的金融系統、完善資源分配
等，這樣中國才能在全球價值鏈中更進一層。

佐利克以自己多年參與中美高層對話的經驗總
結，兩國之間的對話，就應該先從小範圍開始，這
樣有助於由點及面，由淺到深。比如，中美戰略與
經濟對話，一開始就是如此。 「很多官方的機制並
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好的，比如中美戰略對話一開始
並沒有什麼戰略焦點，聚焦於經濟問題，層級也沒
那麼高。每個國家都想要戰略對話，因為聽起來很
大。後來戰略對話議題擴大，在我看來，大了可能
反而會有些 『失焦』，所以，中美雙方都要做出努
力，爭取達成新的共識。」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二十五日電】人民幣兌美
元匯率本周又創新高，使得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受到
了25日舉行的上海論壇與會嘉賓的關注。有「歐元
之 父 」稱 號 的 羅 伯 特 ． 蒙 代 爾 （ROBERTA
MUNDELL），在論壇上表示，為了保證中國貨幣
系統的穩定性，中國不應用傳統方式盯住美元。

儘管中國多年前就提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
率機制，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但由於美元在
全球貨幣體系中仍佔據主要作用，所以在蒙代爾看
來，中國對於美元的作用仍然過分倚重。現任哥倫
比亞大學教授的蒙代爾毫不諱言歐元的積極作用。
他表示，歐元區的創建加速了全球匯率的變化，當
前全球擁有兩大貨幣板塊，歐元的作用變得更加矚
目。中國一旦盯住美元，有時候確實會受到各方關

注，但若美元和歐元的幣值升值的話，中國可能會
出現相關的危機，特別是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有一個
變動之後，中國的人民幣可能也會有一個緩慢的升
值。人民幣連續幾年將兌美元匯率控制在6元多的
水平，所以中國如果用傳統的方式盯住美元，就無
法再去保證中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蒙代爾說，當前包括歐洲在內的更多國家開始
在其貨幣系統內更少地去和美元掛。所以他也讚
賞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提出的 「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幣
種通兌性」的設想，並預言中國有可能進一步把人
民幣打造成一個國際化貨幣。不過，基於美元和歐
元在國際匯兌系統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當下
日漸增大的經濟體量，人民幣要和美歐這兩種主要
的幣種進行固定化，也要考慮一些替代性的措施。

【本報訊】據香港中通社二十五日消息：據朝中社報道
，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金正恩的特使崔龍海結束對中國的訪
問，乘專機返回平壤。

隨同訪問的朝鮮人民軍上將李永吉、黨中央副部長金成
男、外務省副相金衡俊、人民軍中將金秀吉和有關人員同機
返回。

崔龍海作為金正恩的特使5月22日啟程前往中國訪問，
引起國際輿論廣泛關注。外界普遍認為，身為金正恩執政後
首次派出的特使，並攜同多名黨政軍高級官員隨團，崔龍海
這次訪問顯示朝鮮願意改變態度，恢復對話。崔龍海的訪問
行程十分密集，在與中方多位高層的會見中，他的表態隨即
引發外界關注。

朝中社在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五會見崔龍海的
電文中，提到金正恩致習近平親筆信的內容。朝中社在報道
中引述習近平說，金正恩在信中表達，希望繼承和鞏固發展
兩國老一輩革命家締造和培育的傳統的朝中友誼。習近平除
了對信函表示感謝，還強調中國希望和朝鮮一道擴大友好交
流和合作。

俄評價積極 稱是正面轉折
據俄新網24日報道，俄羅斯外交部朝鮮問題巡迴大使格

里戈里．洛格維諾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莫斯科方面正面評
價朝鮮希望重返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意願。

他說： 「無論如何，朝鮮打算重返會談，而且中國方面
報道稱是六方會談，這值得給予正面評價。考慮到不久前朝
鮮方面還發表言辭強硬的聲明，現在是一個正面的轉折。」

洛格維諾夫沒有對重啟六方會談的日期做出預測。他表
示， 「但我們將繼續努力，與六方會談的夥伴一同努力，以
便由政治聲明轉入實際操作」。

另外，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辦公室24日發表新聞通告說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中國為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所發揮
的促進作用表示讚賞。

他說，無核化進程無疑是朝鮮半島的最優先事項。他將
密切關注並盡一切努力，進一步推動這一積極勢頭。

【本報訊】據中新網二十五日消息：據
外交部網站消息，駐美國大使崔天凱22日出
席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 「未
來十年的中美經貿關係：邁向更加合作與雙
贏之路」研究報告發布儀式午餐會並發表主
旨演講。他指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
非從零開始，可以說，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
基本框架已在逐步成形。

崔天凱指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並
非從零開始。過去四十多年來中美關係取得
的歷史性進展，為雙方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
係奠定了良好基礎。面對當前世界政治經濟
形勢的新變化，中美共同利益更加廣泛，雙
方對話、交流與合作日益深入，努力以務實
態度管控分歧。可以說，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的基本框架已在逐步成形。
崔天凱進一步指出，未來十年，中美完全可以從自身發

展和經濟結構調整中尋找更多合作機遇，在綠色能源、環保
、氣候變化、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等方面挖掘新的合作潛
力，不斷提升中美經貿合作的水平。中美經貿關係在發展過
程中存在一些摩擦與矛盾是完全正常的，雙方應通過對話協
商妥善處理，絕不能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崔天凱還表示，中美兩國在前進道路上完全可以相互學
習，共同發展。美國人的危機意識、創新精神值得中國人特
別是企業界善加學習。自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進程以來，中
國始終強調保持開放、歡迎外來投資、提倡競爭，這值得美
國人特別是美國政府借鑒，要保持開放心態，不要無謂擔憂。

▲汪洋（左）會見非盟輪值主席、埃塞俄比亞總理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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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前左）與崔天凱（前右）22日參
加中美經貿關係研討會 新華社

▲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 「上海論壇」 發表主旨演
講 本報攝

人民幣不應緊盯美元專家之見

【本報訊】據新華社亞的斯亞貝巴二十四日消息：習近
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24日在出席慶祝非洲統一
組織成立50周年非盟特別峰會期間，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
斯亞貝巴會見了非盟輪值主席、埃塞俄比亞總理海爾馬利亞
姆。

汪洋首先轉達了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對海爾馬利亞
姆的親切問候及習主席本人對非洲統一組織成立50周年的熱
烈祝賀。汪洋說，習近平主席今年3月首次出訪便選擇了非
洲，充分反映了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對中非關係的高度重視。
習近平主席將中埃關係形容為兄弟關係和南南合作的典範。
我此訪就是要落實習主席訪非成果，進一步推動中非、中埃
務實合作。中國政府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到埃塞俄比亞投資興
業，也希望埃方進一步完善投資環境，增強對中國企業的吸
引力。中方願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礦產開發和油氣開採
等領域進一步加強與埃方的合作。

作為軍方 「鷹派」
代表之一，羅援強硬的
作風令人誤認其為 「一
介武夫」。但在今日演

講中，他對以往領導人的豐功偉績和機智言語
順手拈來，令人感受其粗中有細的一面；而他
自填一首《滿江紅》更令眾學子大開眼界。有
學生稱，此舉顛覆過往對羅援的印象，稱其 「
文武雙全」。

羅援在評論內地政府人員演講時指出，他
們 「太官腔，少個性」。指出政府人員應少用
秘書稿，效仿開國元勳等國家領導人的個性和
機智言語，展示自我魅力。 「網絡上總結出
毛澤東影響深遠的十句話，這些都是模仿的
榜樣。」

而在近兩小時的演講中記者觀察到，羅援
目光自始至終未在電腦屏幕過多停留，完全 「
脫稿」，其風趣和鏗鏘有力的言辭博得陣陣掌
聲。演講期間，羅援更以新填的《滿江紅 釣

魚島》勉勵中大學子。
「怒火沖天，憑欄眺，驚濤飛瀉。舒望眼

，倚天拔劍，宇崩石裂。萬里海疆孤島咽，
銅牆鐵壁誰能越。待號令，收復舊河山，奏
軍樂。

甲午恥，終將雪，失土恨，今朝滅。駕長
風橫掃，帝國殘月。壯士豈容完璧碎，男兒拚
灑一腔血。劍指向，虎嘯大風揚，旌旗獵。」

詞中恢弘的意境和遠大的抱負令現場的學
生感觸頗深。有學生稱，以往只知道 「鷹派」
羅援在南海及釣魚島等問題態度強硬，誤認為
是 「一介武夫」，想不到居然 「文武雙全」，
顛覆過往對其的印象。

在最後的提問環節，一名學生在詢問朝鮮
半島問題時，脫口而出數款軍備型號名稱，既
問倒記者與在場眾多國防生，亦令羅援思考數
秒後才開口答疑。回答完畢後，羅援笑言其必
為軍事鐵桿粉絲，並稱讚該學生 「知識素養豐
富」。 【本報廣州二十五日電】

汪洋：願與埃合採油氣

羅援在演講中重申應建立六個 「存在」。如把釣魚島納入
行政區劃，設立中國台灣宜蘭縣釣魚島鎮，建立 「行政存在」
；公布釣魚島領海基線確保了法律存在；在經濟領域組建釣魚
島經濟開發集團，負責釣魚島及其海域漁業、石油氣開發，並
發展釣魚島主權基金，募集資金用於收復釣魚島。

在軍事和執法存在方面，羅援認為，應在釣魚島附近設立
軍事演習區、導彈試射區，必要時候可當做航空兵的靶子，確
保實際領空權。

中日不可能全面開戰
羅援稱，釣魚島於中國有兩大重要戰略意義。首先是經濟

意義，釣魚島是 「寶島」而非 「荒島」，據有關勘探數據表明
，東海油氣總量約77億噸，並埋藏着足夠日本消耗320年的錳
、1300年的鈷及其他資源。其次，釣魚島有重大的地緣戰略意
義。釣魚島一旦屬於日本，美日軍事同盟對中國軍艦的封鎖，
將由原來的第一島鏈前推近410公里。從地理位置看，若日方
設立遠程預警雷達，其監控範圍將覆蓋台灣全省及東南沿海，
並縮短半小時的危機預警時間。

釣魚島重要的地位使得中日雙方為此衝突頻繁。羅援表示
，雙方因此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導致中日全面開戰的可能性
可排除，因彼此不願影響大局， 「特別是日本，不僅沒意願，
也無能力和膽量。我們是具備戰略核威懾的國家，而核武器是
保證不敗的底牌」。

但他強調，雙方極有可能發生 「擦槍走火」， 「將來可能
因某個偶然因素，導致雙方軍機和軍艦發生交戰。如我們擊毀
對方一架戰機、擊沉一艘軍艦，衝突就結束了，這種規模有限
的情況極可能會發生」。

解放軍裝備壓倒日本
「一旦發生衝突，我方勝算大。」羅援稱，根據雙方在釣

魚島已亮相的武器裝備評價，中國的裝備以壓倒性優勢勝過日
本。

他指出，目前雙方亮相的軍機皆為三代機，而日本F15艦
載機至今已有30年服役期，零部件已老化。為此日本想購買更
先進的F22戰機，但美國只答應賣給日本F35戰機，且最早需
2017年才能配備，現在日本軍備處於青黃不接時期。

「我軍雖同為三代機，但殲10在本世紀初才裝備部隊，充
滿殺氣。而從俄羅斯買的蘇30戰機，其設計假想敵就是F15，
更具備針對性。」羅援提到，在裝備數量上中方亦佔優勢，日
本距離釣魚島最近的那霸機場僅裝備16架F15和數架伊爾空中
加油機；而中方東南沿海一線機組非常齊全，戰機從福建水門
機場起飛僅需12分鐘，比日方時間要短。

為提高輿論影響，羅援曾建議將第一艘航母命名為釣魚島
號，但因不符船艦命名規則未得錄用。 「若能通過，則世界各
大媒體將報道中國 『釣魚島號』入列，免費幫我們做宣傳」。

◀羅援25日在中山大學
為學生們講解釣魚島問
題及中日形勢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攝

羅援提六個 「存在」
行政存在
法律存在
軍事存在
執法存在

經濟存在

輿論存在

應把釣魚島納入行政區，設立中國台灣宜蘭縣釣魚島鎮
公布釣魚島領海基線範圍，明確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等管轄海域
應在釣魚島附近設立軍事演習區、導彈試射區，並可在該區域導彈試射
組建國家海岸警衛隊，擔當海上執法的骨幹力量
應組建釣魚島經濟開發集團，負責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漁業開發、
油氣開發和旅遊開發
應立即搶佔釣魚島的冠名權，將帶中國地標性的建築物或新裝備命名
為 「釣魚島」

填詞《滿江紅》秀文武全才
本報實習記者 官文清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