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軍實戰演習14導彈匯
東海遠航訓練成常態 短時間內即可啟動

中國擬簽法律性減排協議

據環球網4日電 據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內閣府
12月3日公佈的有關外交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回
答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民眾比例為26.3%，
增加了6.3個百分點。去年調查時受撞船事件影響曾
創下調查開始以來的新低，而此次調查結果有所改
善。回答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比例減少6.4個百
分點，為71.4%。
共同社還稱，回答「不認為日中關係良好」的受

訪者比例雖然減少了12.3個百分點，但依然維持在
76.3%的高位，反映兩國關係依然沒有明顯回暖。

親美網友創新高
此外，回答對美國「有親近感」的比例較去年調

查時增加了2.1個百分點，上升至82.0%，創1978年
開始實施調查以來的新高。回答「沒有親近感」的
比例則減少了2.9個百分點至15.5%，為歷來最低。

日本親中網民回升 仍不足三成

據新華網4日電

據香港《亞洲哨兵
報》網站報道稱，
今後3個月的某個時
候，但也或許早在
12月份，印度國防
官員將按計劃測試
印度首枚真正的洲
際彈道導彈—「烈
火」-5，印度官員
和科學家說，這種
導彈是「中國殺

手」。這種導彈理論上將包括北京、上海在內
的大部分中國置於印度武器的射程之內。
官員們堅持說，印度有一個「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政策，並且印度的武器不會對該地區
的任何國家造成威脅。國防研究和發展組織是
監督印度本土武器研發的一個政府機構。

近防巴基斯坦遠防中國
但分析認為，印度尋求地區權力平衡的意圖

很明顯。印度長達20年的導彈項目，在很大程
度上旨在消除敵對鄰國巴基斯坦的直接威脅。
如今這種情況似乎在改變。較短程的「烈火」
導彈將巴基斯坦囊括在其射程之中，「烈
火」-3以及更高版本的導彈，是印度用來提防
中國的。

「烈火」—5型導彈使得印度能夠加入包括美國、中
國、英國和俄羅斯在內的少數國家。這些國家的洲際導
彈至少能夠打擊5500公里以外的目標。印度的項目主任
阿維納什．錢德爾說，「烈火」—5準備在2014年之前
開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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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扣5名中國漁民

■韓國警方
多次查獲中
國漁船非法
捕魚。

網上圖片

據中通社4日電 菲律賓海上保安機構拘留5名
中國漁民，宣稱他們在菲國水域非法捕魚。菲海
軍稱在漁船上發現了一些海龜、魚網和其他設
施，魚船已被沒收，當局正準備檢控這些漁民。
人民網4日引述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的報

道指，菲律賓海軍3日在菲律賓巴拉望島南端靠
近巴拉巴克海峽的海域，以「非法捕魚」為名扣
留了5名中國漁民。另據ABS-CBN新聞網報道，
有6名中國漁民被逮捕。
菲律賓海軍西作戰指揮區司令佩尼亞稱，被扣

留的中國漁民均來自中國海南省，目前已經被帶
往普林塞薩港，菲律賓海軍將對其進行指控。
ABS-CBN新聞網則稱這些中國漁民目前正在警
方的監護下進行體檢，隨後將被帶往巴拉望島警
察局進一步盤問。
報道指，菲方所說的巴拉望島附近海域其實往

往是指與中國有爭議的海域。目前尚不清楚中國
漁民被扣的具體位置。

韓調高外籍漁船保釋金

據中通社4日電 韓國針對中國等外國漁船在
專屬經濟區非法捕魚，決定採取多項打擊措施，
包括增加保釋金，以及大幅加大巡邏力度。
韓國傳媒引述西海地方海洋警察廳4日表示，

針對非法捕魚或違反有關規定被捕的中國等外籍
漁船，將保釋金從現時的最高7千萬韓圜，調高
至1億韓圜（約合港幣68.9萬元）。
報道說，中國漁船的保釋金交付率高達九成以

上。雖然今年4月已調高保釋金上限，但中國漁
船在韓國海域的非法捕魚活動並未得到遏制，因
此決定再上調保釋金上限。
除了上調保釋金外，為預防外籍漁船在韓國海

域進行非法捕魚，韓國海警決定增加巡邏艦艇數
量及巡邏時間，大幅加大巡邏力度。此外，對於
非法捕魚或暴力抵抗的船員，海警根據韓國法律
予以懲罰後，將其引渡給中國政府，再受當地法
律懲罰。

南京大屠殺74周年
寧12項活動悼亡靈
據新華網4日電 江蘇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4日宣布，為紀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
74周年，南京將在5日至13日舉行包括燭光祈禱晚會、
和平法會、國際和平日集會、學術研討會等12項活
動。
館長朱成山介紹，在12項活動中，將於12月13日舉

行的南京國際和平日集會是最主要的紀念活動。當
天，南京各界代表5000人將在紀念館悼念廣場通過宣
讀和平宣言、撞響和平大鐘、放飛和平鴿等形式，悼
念遇難同胞，祈禱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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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網4日電 國家主
席胡錦濤12月2日致電委內
瑞拉總統查韋斯和智利總
統皮涅拉，祝賀拉美和加
勒比國家共同體成立。
胡主席在賀電中說，拉

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的
成立是地區一體化進程中
的重要里程碑。中方高度
評價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在
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的
積極作用，相信拉美和加
勒比國家共同體的成立將
為地區加強團結協作、共
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作出重
要貢獻。
胡主席表示，中拉雖相

距遙遠，但人民間的友誼
源遠流長。進入21世紀，
中拉關係全面快速發展，
各領域互利合作持續擴大。
中方始終從戰略高度看待
中拉關係，願同拉美和加
勒比國家共同體及地區各
國加強對話、交流與合
作，為建立和發展中拉平
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全面合
作夥伴關係而攜手努力。

據中新社3日電 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首席氣候談判
代表蘇偉3日表示，中國不排除簽署一份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協議的可能性。但在何時以及以
何種形式接受，蘇偉說，「這取決於談判」。
觀察人士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對接受有國際法律約

束力的減排協議持開放態度，但並不意味 中國會在
此次德班會議上接受。蘇偉表示，現在就要求發展中
國家承擔絕對量化減排指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精神。

正在此間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為發達
國家規定量化減排指標的《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
期是核心議題之一。發展中國家堅持，基於「共同
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當率先大幅度

減排。

歐盟提建議 美國促表態
但歐盟提出，應簽署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性氣

候協議，將美國、中國、印度等主要排放大國也都納
入其中。歐盟還給這一「路線圖」制定了時間表：在
2015年之前就新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形成文本，
2020年開始正式實施。美國則表示，中、印等新興經
濟體也應做出量化減排承諾。
中國氣候談判代表團專家徐華清30日在此間表示，

據最樂觀的估計，中國碳排放峰值將在2030年左右出
現。他並稱，中國面臨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越
來越大，有可能在2020年以後中國要承擔限排義務。

■印度此前試射烈火-
2改進型遠程導彈。

網上圖片

民眾歡送兩熊貓赴英(左) 。熊貓「陽光」抵達英國愛丁堡(右)。12月3日，大熊貓「甜甜」「陽光」從中國保護大熊
貓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峽基地啟程前往英國愛丁堡。根據年初中英兩國簽署的大熊貓科研合作協議，這一對象徵兩國
友誼的大熊貓將被送往英國進行為期10年的交流。 新華社、法新社

■環保組織抗議各國至今尚未能就減排達成協議。
網上圖片

熊貓抵英倫

中國軍事

科學院

未具名專家向本報指出，

雖然是實戰化遠航訓練，但近

海防禦依然是目前中國海軍的戰略要

求。專家表示，此輪演練可謂一舉多

得，組織艦艇編隊遠海訓練，可探索建立起

中國海軍非戰爭軍事行動訓練模式，為未來可

能更多出現的遠洋任務預做實力準備。

專家：展軍威顯雄心
他同時指，在訓練內容與手段上，創新高

強度科目，錘煉重難點科目，按實戰要求深

化對抗性訓練，能加快充實經驗，提高作戰

能力，最大程度檢驗出部隊的真實戰鬥力水

平；而且，訓練並無特定的針對性目標，但

能在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

的同時，彰顯中國海軍遠洋

的雄心，並在客觀上展示軍隊震懾力。

近年遠航數為多年總和
據《解放軍報》報道，某潛艇支隊支隊長馬

立新表示，訓練日誌顯示，支隊潛艇近年遠航

訓練的次數是此前多年的總和。「以前準備一

次遠航要很長時間，現在值班艇短時間內就能

出動，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真正做到在大

洋深處神出鬼沒。」

艦長：真靶實彈神經緊繃
「莆田」艦艦長陸強強說，演練壓力提升，

向戰艦飛來的靶彈是真實的導彈。他必須一邊

指揮對抗來襲導彈，一邊組織進攻「敵」艦，

神經始終緊繃。

該專家指出，有觀點認為未來中國海軍的兵

力結構，可能由遠海機動和近岸防衛兩大部分

組成。不過，相信中國實現此設想的前提，必

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發展、軍隊任務職能與軍事

能力支撐。他說，「中國海軍走向藍海是歷史

的必然，但一定會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與和諧海洋的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中國海軍近期在東海實戰化演練多設險局，遠

航訓練趨常態化，且在短時間內即可出動。據軍方媒體報道，東海艦隊某驅逐艦

支隊政委翟永遠稱，實戰化遠航訓練已成為常態，戰艦出海訓練動輒十

天半月。某次演習錄像顯示，導彈改裝的靶彈加裝電子干擾

設備和隱身塗料，發射密度達每五六秒一枚，在

空中形成魚貫飛行的「導彈流」，令海

區上空同一時刻有14枚導彈

在飛。

■中國海軍此前起航遠赴亞丁灣、索馬里海
域執行護航任務。 資料圖片

■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高速駛向演習海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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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軍171艦在實兵實彈演習中垂直發射艦空導彈。 資料圖片

朝鮮赴深圳取經 擬定新特區法
據韓聯社4日電 朝鮮有可能近期裡推出有關羅

津、先鋒、黃金坪等經濟特區的新法律。對朝消息
人士4日表示，朝鮮已制定經濟特區法草案，最近
中國政府和財界主要人士正在傳閱該法案。據悉，
法案包括有效引進外資的方案和具體的稅務程序等
內容。
消息人士說，該法案包括有關開發特區的具體程

序，其內容與中國的經濟特區法大同小異。
經核實，由朝鮮外務省副相金成基率領的朝鮮代

表團從上月25日至本月1日訪問了中國深圳。有中國
媒體報道稱，金成基上月27日同深圳市副市長張文
舉行會談時表示，深圳非凡的發展成就令人鼓舞。
而學習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也是此次深圳之行的主
要目的之一。
對此，政府一位有關負責人表示，這可能是朝鮮

開發特區項目的一個流程，朝鮮為成功運營經濟特
區，或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中方已要求朝鮮減少投
資環境的風險，因此朝鮮從今年開始 手開展這一
方面的努力。

■ 訪 問 者
正 在 朝 鮮
新 經 濟 特
區 「 黃 金
坪 和 威 化
島經濟區」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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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機場工作人員將熊貓的籠子搬運下飛機。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