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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埋軍事干預伏筆
中俄　　涉敘議案
認為強推「政權更迭」違聯國憲章宗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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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曉雪 北京報道）聯合國安

理會4日就敘利亞問題決議

草案進行表決，俄羅斯和

中國投了否決票，決議草

案未獲通過。中國社科院

軍備控制與防擴散中心研

究員、著名軍事專家洪源

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中國堅決

維護聯合國憲章，反對西方國家

對敘利亞動武，反對以武力相威

脅或直接使用武力解決敘利亞問

題，以及強推「政權更迭」等違

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中國投出

否決票，堅持了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有 相當深厚的歷史基礎和

現實政治基礎，是真正為敘利亞

人民的福祉和未來考慮。

此次表決，中俄兩國因投反對

票而成為西方國家眾矢之的。有

分析指出，中俄形成「否決聯盟」

是在走一步險棋，其結果是直接

與西方國家形成了對立面，而且

可能得罪一些阿盟成員國。況

且，能否阻止敘利亞變天，現在

還難以預料。

對此，洪源認為，西方國家講

究現實利益，即使中國此次投出

的是贊成票，如果在現實利益方

面與西方國家發生衝突，西方國

家同樣會對中國翻臉不認人。敘

利亞內外政局尚在激烈變動之

中，中俄投出的否決票，對於穩

定敘利亞和中東局勢具有一定作

用。但如果北約國家和海灣國家

包括阿盟國家執意要繞過聯合國

單方面採取行動，那麼敘利亞局

勢仍將凶多吉少。

中俄外長將商討制定對敘平衡決議

中國專家考察利比亞受損項目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俄羅斯和中國4日在

聯合國安理會對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表決時

投了反對票。這是繼去年10月4日共同否決涉敘

決議草案後，俄中這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再次

否決與敘利亞問題有關的決議草案。中國常駐聯

合國代表李保東表示，在各方仍有嚴重分歧的情

況下強行推動表決，這無助於維護安理會的團結

和權威，無助於問題的妥善解決。

新華社5日發表時評表示，中國否決這份決議草案，並
不意味 在敘利亞危機中，採取了支持某一方反對

另一方的偏袒立場。事實上，中國一直呼籲敘各方全面配
合阿盟調解努力，立即停止暴力，盡快開啟包容性政治進
程。中國所堅決反對的，乃是使用武力解決敘利亞問題，
以及強推「政權更迭」等違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
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做法。

聯國決議應有利緩和局勢
至於俄羅斯，連日來就此一直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展激

烈的「外交戰」，其焦點之一也在於決議草案會否成為軍
事干預敘利亞的幌子。具體來說，就是它會不會像去年關
於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安理會決議那樣，成為外來軍事
干預的口實。俄羅斯認為，在利比亞問題上，北約濫用了
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一次，俄對決議草案中任何軍事干
預敘利亞的明言或暗示都表現出不容忍態度。
時評指出，行使否決權，拒絕為軍事干預敘利亞埋伏

筆，其實質是反對以外部武力強行推動一個國家的政權更
疊。姑且不談聯合國安理會沒有這樣的權限，從根本上
講，這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關係準則。作為
最具政治影響力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任何決議都應當有利
於當事國家和地區從緊張走向緩和，從動盪走向穩定，而
不是火上澆油，釜底添薪。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在解釋性發言中亦說：「安

理會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行動，應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
旨和原則，應有助於緩解緊張局勢，有助於推動政治對
話，化解分歧，有助於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不
應使問題複雜化。」他同時表示：「在各方仍有嚴重分歧
的情況下強行推動表決，無助於維護安理會的團結和權
威，無助於問題的妥善解決。」

武力威脅非解決危機方式
新華社時評表示，毫無疑問，敘利亞民眾要求變革和維

護自身利益的訴求應當得到尊重和維護，殺害無辜平民的
行為應當立即得到阻止。但是，以武力相威脅或直接使用
武力從外部進行干預，決不是尊重和維護民眾訴求的正當
方式，更不是妥善解決危機的有效方式。相反，這種做法
勢必會把巴沙爾政權逼入死角，徹底關閉敘政治對話之
門。
時評指出，國際社會有 相似的顧慮。埃及金字塔國際

關係顧問塔里克．蘇努提指出，目前大多數敘反對派人士
都反對西方強行干預敘利亞問題，認為如果強行以武力進
行干預，不僅敘利亞會陷入政治、經濟和社會崩潰，整個
中東的政治格局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俄指草案偏重政權更迭
另據媒體報道，中俄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投了反對票

之後，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維塔利．丘爾金解釋說，原因
在於草案偏重於實現敘利亞的政權更迭，而且其中的相關
措施只針對敘利亞政府，而沒有同等地用於反對派，「向
敘利亞各政黨釋放出不平衡的信號」。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草案未能通過表示「遺憾」，並

稱這削弱了聯合國的作用。

希拉里籲各方支持敘反對派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譴責中國和俄國在安理會上否決譴責

敘利亞決議案的做法是「拙劣之舉」。希拉里同時還號召
所有「民主敘利亞的朋友」都聯合起來反對阿薩德政權。
希拉里呼籲各方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尋求民主變革的努力。
敘利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賈法里在安理會發言時稱，希望

能夠首先在敘利亞的範疇內解決敘危機，然後再在阿盟範
疇內加以解決。他同時向那些「捍衛人權和聯合國憲章，
尤其是防止其他國家內政被干涉」的國家表示感激。

據中通社北京5日電 由中國商務
部率領的工作組4日啟程赴利比亞訪
問，將用4天時間就保全中國在利比
亞資產和參與戰後重建與利比亞當局
交換意見，同時實地考察和了解項目
受損情況。
有專家認為，商務部此舉或將為包

括央企在內的諸多企業營造良好的政
治氛圍，保證中方在利比亞的根本利
益。

中企損失至少200億美元
去年2月，隨 利比亞的槍聲響

起，35,860名中國公民在9天時間裡
被緊急撤離利比亞。由於中國員工的
離開，所有工程停止。據商務部統

計，中國企業2007年開始在利比亞承
包的大型項目多達50餘個，主要集中
在住房、鐵路、電信等基建領域，涉
及合同金188億美元。同時，國內有
75家(13家央企)企業在利比亞有投
資。由於戰爭爆發，這些項目全部暫
停，包括人員撤離、在建工程被毀，
其損失至少在200億美元。

利「過渡委」稱願賠償
據介紹，這次商務部組織到利比亞

的工作組中，包括中國建築工程總公
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
國交通建設集團公司、華為公司等。
工作組主要是去評估當地是否具備重
新開工的條件，此外還將和利比亞過

渡委員會進行磋商，要求其繼續遵守
戰前的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利比亞「過渡委」

負責人不久前曾表示，願賠償中國
公司遭受的損失。專家認為，這也
可能成為中國商務部與利比亞「交
換意見」的重要議題。商務部表
示，「將與利比亞過渡政府就妥善
解決戰前中國企業在利項目的後續
問題進行溝通」。
據了解，中國企業在利承接的基本

上都有利比亞重建所需要的民生項
目。此前，利方表示歡迎中方參加利
比亞重建，也印證了這一點，而中方
也表示願意支持中國企業發揮自身優
勢，參與利比亞重建。

據中新社莫斯科4日電 俄羅斯外
交部4日晚間稱，中國外交部長楊潔
篪與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當日就西
方及部分阿拉伯國家提出的敘利亞
問題決議草案通電話，雙方商定，
將繼續展開廣泛的協調與磋商，制
定一個更加平衡的決議文本。

俄外交部稱，兩國外長通話的主
要內容是當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
票表決的由西方國家及部分阿拉伯
國家提交的涉敘利亞問題決議草
案。兩國外長高度評價了中、俄在
聯合國安理會呼籲立即停止敘利亞
國內暴力行為及倡導敘內部政治對

話的合作成果。
雙方商定，將繼續就敘利亞問題

在聯合國安理會展開廣泛的協調與
磋商，本 開拓一條政治解決敘利
亞危機途徑之目的，制定一個更加
均衡的安理會決議文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5日電 聯合
國安理會4日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
行表決，俄羅斯和中國對決議草案投了
否決票，決議草案未能獲通過。俄羅斯
《生意人報》報道稱，為何俄羅斯去年
同意不阻撓安理會利比亞問題決議，這
次卻表現得如此堅持，甚至不惜為敘利
亞總統巴沙爾而與西方衝突？專家認為
這裡至少有6個原因。

敘是俄主要盟友和貿易伙伴
首先，敘利亞是俄在阿拉伯世界的主

要盟友之一。倘若莫斯科在緊急關頭背
棄大馬士革，那將是對所有其他伙伴發

出的信號：不能指望克里姆林宮。
其次，敘利亞是俄重要的貿易伙伴。

近年來簽訂的軍事合同估計價值40億美
元。僅2010年，敘方就購買了7億美元
俄軍火。莫斯科剛剛同意向大馬士革出
售36架雅克-130教練機，總價5.5億美
元。俄對敘經濟總投資額接近200億美
元。

憂失軍事基地 不信西方承諾
第三，莫斯科擔憂海軍在塔爾圖斯港

保障基地的命運。這是目前俄在獨聯體
以外唯一的軍事基地。敘反對派迄今沒
有給出推翻巴沙爾後為莫斯科繼續保留

該基地的任何保證。
第四，俄懼怕毫不妥協的敘反對派。

其領導人面向海灣君主制國家、土耳其
和西方，但唯獨不面向莫斯科。
第五，俄領導層顯然不相信西方的承

諾，即敘利亞決議不應被視為通往軍事

干預的步驟。莫斯科認為，美歐在耍滑
頭，利比亞就是前車之鑒：在安理會去
年3月通過第1973號決議後，北約就開
始了對利轟炸。

不欲巴沙爾重蹈卡扎菲覆轍
第六，俄是為內政形勢所迫。在總統

大選前一個月，普京未必想以屈服於西

方壓力和背叛傳統盟友的軟弱政治家形
象出現在選民和政敵面前。克宮顯然不
希望巴沙爾重蹈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的
覆轍。

敘駐多國使館續遭衝擊
中東多國昨日於德國慕尼黑舉行安全

會議，商討針對敘利亞局勢的對策。突
尼斯總理賈巴里在會上敦促各國驅逐敘
利亞大使，切斷與敘國的一切外交關
係。
此外，法國總統薩科齊則與多個歐洲

及阿拉伯國家商討籌組「敘利亞人民朋
友組織」，凝聚國際支持制裁敘國。

另一方面，澳洲、德國、英國、科威
特、利比亞、突尼斯及希臘的敘利亞使
館連日來遭受衝擊。
約50名示威者前日闖入澳洲堪培拉的

敘國使館搗亂，抗議敘軍最新的鎮壓行
動造成超過260名平民死亡，當中約100
人為婦孺。使館低層被損毀嚴重，事件
中無人受傷。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崔天凱批美政要 靠責華換不來選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

婷 北京報道）外交部副部長
崔天凱(見圖)日前強調，中美
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
贏，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
實。美國進入大選年，要特
別警惕、堅決抵制把經貿問
題政治化的傾向，不搞保護
主義；靠指責中國解決不了

美國經濟自身的問題，換不來選票。
在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前夕，針對近期美

國各方對於中國貿易、匯率、國有企業等經貿方面
的集中指責，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2月3日在會見美
國企業研究所所長布魯克斯時進行了回擊。
對美國國內一些人，包括部分政要和總統競選人

聲稱美國在對華經貿合作中「吃了虧」這種說法，
崔天凱指出，這不符合事實。他說，中國出口美國

的產品多為美資企業生產，所創造利潤的大部分亦
被美方及提供關鍵元件的其它國家和地區所賺取，
留在中國的利潤是小頭。

經貿勿摻雜政治因素
另外，崔天凱表示，指責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

的飯碗」，同樣站不住腳。中國工人並沒跑到美國
找工作，是美國公司到中國找工人。美國從中國進
口的商品大多已不在本土生產，不從中國進口也只
能從其他國家進口。舉例來說，中國已不是世界上
生產耐克鞋最多的國家，而是由勞動力成本更低的
越南承接了更多生產。
崔天凱強調，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的，經貿就是經貿，應按市場規律和世界貿易組織
規則辦事。摻雜政治因素，自己生病卻逼別人吃
藥，只會干擾中美經貿合作，損害兩國企業和老百
姓利益。

俄專家指6大原因促俄力挺巴沙爾

■聯合國安理會4日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表決，俄羅斯和中國投了否決票，決議未獲通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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