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
報道，菲律賓外交部副部長日前宣
稱，中菲兩國領導人可能在9月初
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
議期間會面，討論南海爭端問題。
與此同時，菲媒體披露說，菲律賓
正在美國的幫助下全力加強海上偵
察監督與執法力量的建設，目標直
指南海的黃岩島海域。有分析稱，
菲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繼續耍「兩面
派」手腕，與美國日益熱衷「插手」

南海事務密不可分。

一邊示好一邊強化軍事建設
9月8日至9日，APEC第二十次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俄羅斯符拉迪
沃斯托克舉行。菲律賓外交部副部
長勞拉．德爾羅薩里奧29日稱，菲
總統阿基諾三世屆時可能與中國領
導人舉行雙邊會晤，並暗示可能會
涉及南海問題。他表示，有8個國
家提出與阿基諾三世舉行會晤，但

同中國領導人會見，是菲總統的
「優先選項」。

不過，德爾羅薩里奧坦言，阿基
諾總統同中國領導人的會面還未最
終確認，雙方代表團仍在磋商。
儘管菲律賓政府做出一些「示好」

的政治姿態，但其針對南海局勢的
軍事建設卻正提速，目標指向明確
的軍事與執法演習更是接連不斷。
菲律賓《太陽星報》披露稱，菲

海軍東棉蘭老島司令部將於9月3日

至7日舉行司令部與艦隊訓練演
習。屆時，來自美國、馬來西亞、
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的海軍代表
及執法人員將參加。此次演習的目
的是「應對海上威脅」。
另據《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報

道，為加強菲律賓在「西菲律賓海」
（註：中國的南海）的執法能力和偵
察水平，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哈里．
托馬斯向菲律賓國家警察署特別舟
艇部隊移交了兩艘新型巡邏艇。這
兩艘巡邏艇將駐紮在距離中菲爭端
海域最近的巴拉望省最南端的巴拉
巴克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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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政客停對華無端指責
冀理性看待中國發展 多做促進兩國合作事

美國插手 菲在南海頻耍「兩面派」

中企控股巴基斯坦深水港口

台軍太平島實彈演習升旗宣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回

應美國總統參選人羅姆尼近日

涉華言論時指出，美國政治家

無論哪個黨派，都應該認識

到，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的發

展，正確認識中美關係有關問

題，停止無端指責中國、干涉

中國內政，以負責任的態度多

做促進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

從根本上講也是符合美國自身

利益的。

令計劃簡歷

栗戰書簡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

道）中共「十八大」臨近，黨內人事調
整進入中央層面。新華社昨日發佈消息
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
書記令計劃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不再
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全國政協副
主席杜青林不再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職
務；原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任中央辦公
廳主任。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消息稱，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已年滿
65周歲，按有關任職年齡規定，不再兼任
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令
計劃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資料顯示，1946年11月出生的杜青林，

於2007年由四川省委書記之職調任中央統
戰部長，並於2008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出
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另外，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決定任

命栗戰書為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紀
委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日前報道，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
委書記賀國強出席反腐倡廉專項治理工作
匯報會並講話，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
全國清理和規範慶典研討會論壇活動工作
領導小組組長栗戰書等在會上發言。
栗戰書於2010年8月由黑龍江省長調任

貴州省委書記；今年7月，中共中央決
定，栗戰書不再擔任貴州省省委書記、常
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

令計劃任中央統戰部長栗戰書掌中央辦公廳

1950年8月出生，河北平山人，在職大學學歷，高級工商管理
碩士。歷任河北省無極縣委書記，河北省石家莊地委副書記、行
署專員，河北省委常委、秘書長，河北省委常委，陝西省委常
委，陝西省委副書記、西安市委書記，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
長、2010年9月任貴州省委書記，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是
中共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1956年10月出生，山西平陸人，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畢業，
在職研究生學歷，工商管理碩士。曾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政教專
業學習，歷任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團中央書記處辦公室
主任，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辦公廳調
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調研室主任，中央辦公
廳副主任（主持常務工作，正部級）、中央辦公廳主任，現任中
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是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將於9月4日至5
日訪問中國。期間，希拉里將會晤中方領導人。據預計，南海
問題將成中美領導人談論的焦點話題。而在訪華前夕，希拉里
重申了美國在南海問題的立場。

欲與華在太平洋樹合作典範
據美聯社報道，希拉里31日出席在南太平洋島國庫克群島舉

行的第43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會議。美國領導人鮮有參加
這類會議。有分析認為，美國此舉旨在抵銷中國在南太平洋的
影響力。
希拉里在31日舉行的會上重申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的承諾。

她說，美國不會放棄保護該地區海洋商業的歷史，將繼續成為
任何主導該地區某大國的反制力量。但她同時強調，美國想要
與中國在廣闊的太平洋地區進行合作，並督促其它國家效仿。
她表示，從長遠來看，美國將繼續積極參與該區域事務，而

且該區域也容納得下崛起的中國。「太平洋很大，能容納下我
們所有這些國家。」
在此次南太平洋島國會議開始之初，希拉里曾公開表示，美

國仍是亞太的主要玩家，並介紹美國在該地區以往的成就。有
美國官員透露，由於東盟7月未能達成一份南海問題的聲明，希
拉里將就此督促東盟與中國協商。
報道說，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主張相關國家以雙邊、協商的

方式解決領土糾紛；美國指責此舉令其它小國處於劣勢，並強
調南海關乎美國國家利益。

駱家輝為亞太軍事部署解畫
另據法新社報道，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昨日在北京大學發表講話，強調

美國加強在亞洲軍事部署，並非針對任何個別國家。法新社稱，駱家輝這
番言論是要消除中國對美國重返亞太的憂慮。
駱家輝強調中美合作重要性及挑戰，並提到個別議題如貿易關係、匯率

政策、伊朗及敘利亞和人權等。他說：「一個對各種觀點、思想和意見都
更開放的中國，將會更強大和更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巴基斯坦政府日前決定將境內唯

一深水港瓜達爾港的控股權交由中國企業，此前，這一港口由新加坡港務

局運營管理，據英國《金融時報》30日報道，巴新簽訂的40年合同遠未到

期。巴基斯坦方面稱，因巴方遲遲未能完整履行合同，同意新加坡港務局

出售瓜達爾港股權。

據了解，瓜達爾港近年貨運量嚴重不足，經營難以為繼。可外界對中國

企業接手展開聯想，《金融時報》稱股權轉讓背後有政治力量的作用，

《印度快報》則稱，中國接管的是戰略控制權。

英國《金融時報》說，瓜達爾港是巴唯一深水港，最早由中國政府投資

建設，2007年交由新加坡港務局「管理、運營、維護和發展」，根據合同

規定，巴基斯坦兩家公司也擁有少量股權。報道稱，新加坡港務局退出

後，中國方面將接管港口。另有巴國媒體報道，中國方面將投資100億美

元發展港務。

瓜達爾港位處巴基斯坦西南沿海，靠近巴伊邊境和霍爾木茲海峽，是中

東石油產區和人口稠密的南亞地區的連結之地。

或成中國海軍補給港
《金融時報》說，在巴基斯坦和新加坡兩國之間，股權轉讓似乎只是一

個商業決定，但中國角色的出現足以引起美國和印度的警戒。報道稱，中

國的接手很容易被看成是借由在巴擴大影響力，把觸角伸向中東，據稱一

名巴政府高官就說，瓜達爾港對中國的意義在於，可能由此鋪設一條管

道，把中東石油輸入中國西部。

還有分析說，中國軍事專家一直在討論中國軍隊如何能發展成為具備長

時間執行遠洋任務能力的「藍水海軍」，如此看來，瓜達爾港正可成為中

國軍艦的補給港，《印度時報》說，中國企業去年剛投資8億美元參與斯

里蘭卡南部漢班托塔港的二期工程建設，與接手瓜達爾港的用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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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有記者問：美國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近日審議通過

的新黨綱談及該黨對華政策，該黨
總統候選人羅姆尼也在接受提名的
演講中點到中國。中方有何評論？
洪磊回應稱，中方注意到美國共

和黨新黨綱及羅姆尼先生接受提名
演講中的涉華內容。我要強調，中
美推進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
夥伴關係，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
兩國共同事業。推動中美關係持續
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根本利益，
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
穩定、繁榮，是雙方應該堅持的正
確方向。

羅姆尼圖遏制中國壯大
洪磊強調，美國政治家無論哪

個黨派，都應該認識到，客觀、
理性看待中國的發展，正確認識
中美關係有關問題，停止無端指
責中國、干涉中國內政，以負責
任的態度多做促進中美互信與合
作的事，從根本上講也是符合美

國自身利益的。
羅姆尼於上周四晚（30日）的美

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接受
提名演說，拿中國議題大做文章，
稱美國不應繼續容忍中國操縱貨
幣，指責奧巴馬政府為換取中國買
入美債，對問題視若無睹，又提到
有不少職位流去中國。羅姆尼聲
稱，進入白宮第一天就將中國定位
為「操縱匯率」國。
羅姆尼在演講中還批評奧巴馬政

府未向台灣出售F-16戰鬥機是「屈
服」於中國。
另據《人民日報》駐美國記者日

前報道稱，羅姆尼近日在其競選網
站公布其對中國及東亞政策。在對
華政策宣示中，羅姆尼從軍事、經
濟、內政等多方面表明其強硬遏制

中國發展壯大的企圖。
羅姆尼認為，中國正在顯著改變

世界戰略版圖。在亞太局勢問題
上，羅姆尼不顧事實，無端指責中
國「試圖恐嚇或控制鄰國」，稱美
國必須勸阻中國試圖恐嚇或控制鄰
國。
羅姆尼進而鼓吹美國應在太平洋

地區保持強大的軍力。他說，面對
不斷增長的中國軍力，美國及其盟
友必須維持適當的軍力，以阻止中
國對鄰國採取任何「侵略」或「脅
迫」行為。美國還應向太平洋國家
提供幫助，以提高其海域警備能
力。

稱會向台提供充足武器
在論及深化地區夥伴間合作問題

時，羅姆尼說，美國需要繼續加強
與印度等戰略夥伴、盟友的關係，
需要與印尼等國家建立更為緊密的
關係。但他接 稱，美國的目的不
是要建立一個「反華同盟」。
羅姆尼還提出了「里根經濟圈」

這一理念。他說，美國將與奉行開
放市場、自由貿易原則的國家共同
建立一個「里根經濟圈」。無論中
國是否成為「里根經濟圈」的一
員，「里根經濟圈」將建立一種可
將整個地區聯繫在一起的貿易體
系，以阻止中國與其鄰國不平衡的
雙邊貿易關係。
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

上，羅姆尼公開聲稱將同台灣協
作，並向其提供充足的戰鬥機和其
它武器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中通社消息：為
強化太平島的防務，台灣軍方撥交
一批迫擊炮和機炮給駐守太平島的
海巡部隊，海巡署並從9月1日起進
行「實彈射擊」操演。另方面，為
強化宣示擁有南沙主權群島主權，
台「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與「內
政部長」李鴻源等部會首長，31日
突然造訪太平島，並前往太平島外
3.1里外的中州礁升旗。
據台媒報道，由台灣海巡署負責

防守的太平島，原本只有輕武器，
口徑最大的武器只是20公厘機炮，
為了強化太平島防務，軍方撥交海
巡署一批120公厘迫擊炮和40公厘
機炮，在8月初由海軍「旭海」艦

運往太平島，海巡署並派出官兵接
受武器操作訓練。
海巡署規劃9月1日到5日在太平

島舉行實彈射擊，驗證訓練成效，
如果天候許可，「立法院」的「國
防委員會」立委會在近日內前往太
平島，視察海巡署的實彈射擊操
演。

高官突赴島視察
據稱，這次的實彈射擊操演，已

引發南海周邊國家關注，尤其是越
南反應最為激烈，因為越南佔有距
離太平島僅7.1海里，距中州礁僅4
海里的「敦謙沙洲」，這個距離已
經在120公厘迫擊炮的有效射程

內，越南因此
透過國家通訊
社批評台灣破
壞區域和平，
並要求台灣停
止演習。
另方面，為

宣示擁有南沙
主權，台「國
家安全會議」
秘書長胡為真
31日與「內政
部長」李鴻源等部會首長視察南沙
群島太平島，除代表馬英九勖勉在
太平島駐守的海巡、空軍和海軍，
並搭乘海巡署巡緝艇，登上太平島

東方3.1里外的中洲礁升起「青天白
日滿地紅」旗，宣示台灣對南海
「主權在我，不容置疑」的堅定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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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羅姆尼在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接受提名演說時拿中國議題大做文章。 新華社

■台灣「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前左二）率部會首長視

察南沙群島太平島。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