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知名南海

問題專家、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向本

報指出，三沙市的政權組建的正式啟動，意味

三沙市的行政架構等將更加清晰具體，標誌 中

國對南海相關島嶼及有關海域的管轄和開發開始

步入更加規範的正軌，進一步突顯了中國主權和

管轄權。

有利保護油氣漁業資源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菲律賓等國家對中國南海島礁非

法侵佔，並對南沙油氣資源進行了瘋狂的開採，到現在

應該說已是南沙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海南省海洋與漁

業廳廳長趙中社認為，國務院批准設立地級三沙市，進

一步完善了西、南、中沙的行政管理體制，對開發南海

資源、保護南海生態環境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表示，三沙市的設立，將有

利於海南更好地保護南海漁業資源，保護漁民生命財產

安全，統籌協調油氣資源、漁業資源、旅遊資源的開發

和管理。

何時設軍事機構取決形勢
此前，國防部表態研究在三沙市設立軍事機構問題，中

國社科院全球戰略院中國周邊與全球戰略室主任周方銀

向本報表示，南海是較為敏感地區，中國在三沙市是否設立軍事

機構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決定，而何時設立將取決於中方對形勢的

判斷，以希望達到甚麼樣的效果。如果形勢好，就可能推遲或延

後，但如果形勢逼人，就可能很快就會設立。但周方銀也同時提

醒，即使中方在三沙設立了師級軍分區，外界也不必過分解讀，

因為這一機構仍是防禦性的，是為了維護中方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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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7日晚7時，在南沙永暑
礁作業完畢的海南漁業捕撈船隊駛離該海域，向南沙群島
中業群礁西南的渚碧礁進發。正在該海域執行護漁任務的
中國漁政船將繼續護航。
船隊指揮船「瓊三亞F8168」船船長林謀英介紹，渚碧

礁位於永暑礁的東北方向約108海里，捕撈船隊預計航行13
個小時後抵達。
渚碧礁中心方位在北緯10度54分、東經114度06分，是南

沙群島中業群礁西南處的一環形暗礁，位於中業島西南26
公里。
由29艘漁船和1艘補給船組成的海南有史以來最大的南

沙捕撈作業船隊，7月12日從三亞出發，15日抵達南沙永暑
礁作業，17日晚起錨轉場。

海南捕撈船隊轉赴渚碧礁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近日，越南
人民軍派出越南本國生產的最大型軍艦HQ-
571「長沙號」巡遊南沙並將前往南威島。
「長沙號」是由越南艦船科學技術研究所

自行設計的一款軍用運輸船。該艦長71米，寬
13.2米，最大航速每小時16海里，自持力為40
天，在搭載180名海軍士兵情況下可在海上航
行20天。而「長沙」一詞即為越南稱呼中國南
沙群島的詞語。

越遣自製最大軍艦巡南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中國駐俄羅斯遠東符拉迪
沃斯托克領事辦公室17日證實，中國山東威海兩艘漁
船分別於15日和16日在俄羅斯遠東濱海邊疆區被扣。一
艘漁船上有19名漁民，另一艘漁船上有17名漁民。

俄巡邏艦曾向漁船開火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符拉迪沃斯托克領事辦公室

表示，17日下午俄羅斯遠東濱海邊疆區邊防局致函我
領事辦公室稱，我國山東威海兩艘漁船進入俄羅斯專
屬經濟區捕魚，因此對兩艘漁船進行扣留。其中一艘
漁船已經被扣在納霍德卡港口，另一艘漁船正駛向納
霍德卡港。
目前，中國領事辦公室正與有關方面聯繫，對是否

有漁民失蹤進行核實。

另據中新社報道，俄羅斯邊防巡邏艦「捷爾任斯基」
號於16日在日本海俄聯邦專屬經濟區發現一艘懸掛中
國國旗的漁船在進行捕撈，並向該船發出警告要求其
停駛，但該船未關閉引擎，以上情況持續了約3小時
後，俄艦鳴炮警示仍未奏效，於是「被迫向漁船開
火」。

船隻碰撞1人墮海失蹤
俄海岸警衛隊稱，當時該漁船試圖逃離，俄艦靠近

後嘗試登上嫌疑船隻但遇阻，船隻碰撞過程中漁船甲
板上有1人掉入海中，此後搜尋未果。俄方稱，這艘
漁船上沒有捕撈證件，船內22.5噸海魚本身也沒有證
明文件，漁船上被拘押的17名人員是中國公民，漁船
將被押往納霍德卡港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和審理。

俄國扣押兩艘中國漁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日本駐華使館16日
否定了有關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將參拜靖國神社的報
道。
據環球網報道，日本當局近期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一

系列動作導致中日關係再度陷入緊張。然而日本《現
代日刊》雜誌7月14日的一篇有關「野田將於8月15日
『終戰紀念日』之際參拜靖國神社」的報道引起了中
國輿論的密切關注。對此，日本駐華使館16日進行了

否定。
日本駐華使館16日正式回覆稱「關於《現代日刊》

報道內容，我館向日本外務省核實，東京的回答是，
不知道此報道有什麼根據」。野田首相就任時明確表
示，「關於是否參拜靖國神社，我繼承歷任內閣的方
針，就是首相以及內閣成員都不正式參拜靖國神
社」，日本外務省沒聽說過現在出現與此立場不同的
情況。

日方否認野田將參拜靖國神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7月16日晚8時，在中央

電視台第7頻道《軍事紀實》節目中，首度公開中國航母
實驗平台的海試鏡頭，從空中航拍了航母大回旋試驗的過
程，氣勢壯觀。
該節目首次曝光了中國航母平台進行高速大傾角急轉彎

的海試畫面，顯示解放軍航母平台優秀的海上行駛性能。
據悉，畫面還顯示有直升機對航母海試進行多角度跟蹤拍
攝，場面十分震撼。

央視曝光中國航母急轉彎畫面

新華社昨日引述海南省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
工作委員會消息指，自上月21日國務院作

出設立地級三沙市的決定後，海南省各有關方
面積極進行三沙市政權的組建工作。新成立的
三沙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籌備組，將批准設
立選舉委員會主持三沙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
選舉，負責召集三沙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並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三沙市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市人民政府市長、副市
長，市中級法院院長和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選民直選60名人大代表
據悉，三沙市首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為60

名，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三沙市第一屆人大
常委會組成人員15名。三沙市第一屆人大籌備組
下設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三沙市第一屆
人大代表的選舉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並報籌備
組公佈代表名單。
有熟悉南海問題的專家向本報介紹，目前中

國在西沙的永興島等比較大的島嶼上有居民，
在南海一些島嶼上也有從事漁業養殖的漁民。
據了解，依照《地方組織法》、《選舉法》、《代
表法》相關規定，地級市的政權組建，要先由
基層選舉產生人民代表，然後再召開代表大會
選舉產生行政機構。
專家相信，三沙市作為一個特例，會很快完

成包括行政機構、軍事機構等在內的所有政權
架構的組建。

上月21日，中國民政部發佈公告宣佈，經國務
院批准，撤銷海南省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
沙群島辦事處，設立地級三沙市，管轄西沙群
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的島礁及其海域，三
沙市人民政府駐西沙永興島。

旅遊料成先行開發產業
另據海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的消息，三沙市

成立後，旅遊作為先行開發產業，正在倒計時
推進，中國普通民眾期盼已久的海口市至三沙
市的郵輪遊，最快將於今年底開通。
三沙市管轄的西、南、中沙群島地處南海中

南部，由200多個島、礁、沙灘組成，島嶼總面

積約13平方公里，海域面積約200多萬平方公
里。
中國最早發現、命名並持續對西沙群島、中

沙群島、南沙群島的島礁及其海域行使主權管
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9年3月設立
了西、南、中沙群島辦事處，隸屬於廣東省海
南行政區。1988年4月13日，全國人大七屆一次
會議決定成立海南省，並授權海南省管轄西、
南、中沙群島及其海域，辦事處作為海南省派
出機關，對西、南、中沙群島及其海域行使主
權和管轄權。此次設立地級三沙市，是中國對
海南省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的島礁
及其海域行政管理體制的調整和完善。

架
構
更
具
體

管
轄
入
正
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美兩國政府已
就日本自衛隊人員在2013年度前後常駐美國國防部
達成協議。此舉被認為是防範中國和朝鮮。
據日經新聞報道，日美之所以在目前做出自衛隊

人員常駐美國國防部的決定，是希望在亞洲太平洋
局勢趨於動盪的背景下突出日美合作。
據悉，日本自衛隊人員已經分別派駐美國國防部

下屬的佛羅里達州坦帕中央司令部和夏威夷的太平

洋司令部，自衛隊人員常駐作為美國中樞機構的國
防部尚屬首次。

日美初期行動將更迅速
首先，航空自衛隊的1名一佐級官員將作為聯絡官

常駐美國空軍參謀本部，然後分階段增加人數。在
自衛隊人員常駐美國國防部之後，將可能參加國防
部內部的日常會議，從各種作戰行動和構想的初期

階段開始，日美之間的相互溝通將更加順暢。
在日本周邊發生緊急事態時，常駐美國國防部的

自衛隊人員將承擔聯絡職責。而在此前，則是發生
重大事態後自衛隊臨時派員赴美國國防部進行協
調。自衛隊人員常駐美國國防部之後，在發生緊急
事態和災害之際，日美的初期行動有望更加迅速。
美國國防部已經有英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等

國軍方人員常駐，就國防戰略與美國交換意見。

日防範中朝 派員常駐美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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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葛沖 報道）昨日

（17日）上午，海南省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海南省人

大常委會關於成立三沙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

籌備組的決定》，標誌 三沙市的政權組建正

式啟動。據悉，三沙市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

議將於近期召開，並將選舉產生首屆三沙市

人大常委會和三沙市市長、副市長、市中級

人民法院院長和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

（尚有相關新聞刊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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