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台灣和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和台灣地區昨日在台
北舉行了第17次漁業談判，台灣方面是由亞東協

會會長廖了以率領「漁業署」、「海權署」等相關官
員，與日本方面由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率領的日方代
表團展開會談。會談僅僅用50分鐘的時間完成，並且在
會談之後，很快在海內外媒體的見證下完成釣魚島周邊
海域漁業權協議簽署。

台漁船越12海里仍會受擾

根據協議內容，未來台灣漁民在北緯27度以南釣魚島
海域，以及釣魚島周邊12到20海里的範圍作業捕魚，都

不受對方法律約束，台灣漁船也不會受到日方官方漁船
或者是官方公務船的干擾，預計5月生效。不過，協議
也明確地說，一旦台灣漁船跨過了釣魚島12海里處，也
就是日方暫定的所謂「執法性範圍」，日方還是會採取
取締動作。
日本和台灣自1996年開始漁業談判，但一直沒有進

展。2009年，談判一度中斷，漁業談判被稱為日台之間
最大的懸案。

台灣「外長」林永樂認為，台灣漁民作業範圍將較
以往擴大1,400平方海里。據台灣《聯合報》報道，台
灣「漁業署」表示，這是漁業談判17年來最重大的突
破。這也意味 台灣漁民過去在釣魚島周邊海域作業經
常受到日方扣押驅趕的情況，可望大幅改善。

日將漁權主權區分對待

儘管日台雙方今後依然會各自主張擁有對釣魚島的
主權，但據報道，日本這次將漁業權和領土主權問題
區分對待，並和台灣達成多年未能實現的漁業談判共
識。台灣協商代表在協議簽署後舉行的記者會上強
調，這次的會談純粹是針對台日雙方的一些重疊的經
濟作業水域的範圍進行討論，所以並沒有觸及到主權

談判問題。
而外界分析認為，日方有意願在釣魚島的作業水域方

面作出讓步，是因為漁汛期快到了，這樣是為了避免兩
岸聯手保釣的行動。所以日本簽署協議可以鞏固跟台灣
方面的友誼，也希望透過協議的簽署，化解可能引發的
政治危機。
不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周三回答鳳凰衛視記

者提問時，否定日本同台灣簽署漁業協議是為牽制中國
大陸，並重申釣魚島是所謂「日本領土」，不存在任何
「應當擱置的主權問題」。

中方：對協議表關注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指出，中方在台
灣對外交往等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中方對日
台有關團體商談簽署漁業協議表示關注。中方要求日方
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在台灣問題上作出的承諾，審
慎處理涉台問題。
對於台日簽署漁權協議問題，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
固有領土，在捍衛領土主權的基礎上，維護兩岸漁民在這
一傳統漁場的漁業權益，是兩岸雙方的責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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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會談」紀念活動
海協會正在籌備

李登輝擬5月初訪日

兩岸當前要務 推動ECFA後續協商

：兩岸保釣護漁是共同責任
日台簽漁業協議 外交部促日慎處涉台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日本

與台灣地區昨日在台北簽署釣魚島周邊海域漁

業權協議。根據協議，日方允許台灣漁船在部

分日本「專屬經濟區」作業，但不能駛入釣魚

島12海里範圍。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關注，

要求日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在台灣問題

上作出的承諾，審慎處理涉台問題。國台辦昨

日則重申，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

領土，在捍衛領土主權的基礎上，維護兩岸漁

民在這一傳統漁場的漁業權益，是兩岸雙方的

責任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日本為何在此選擇跟台灣地區簽
漁權協議？分析認為，日本是在對台
灣實行一個誘控，使台灣接下來在釣
魚島問題上一系列的舉措能夠跟日本
合拍，而不是與中國大陸去合拍。未
來如果日本繼續進一步去觸動問題的
話，可能在北京和東京之間又會掀起
新一輪爭端。

協議沒有法律效力

國際問題評論員蔣曉峰認為，日台
在50分鐘內就達成協議，而這個協議
在以前已談了十多年，共17次也沒有
談成；4月開始進入金槍魚捕魚期，
如果談判不順利的話，馬英九政府會
遭到漁民們的抗議。
他說，這次日本主動願意再談，原

因有兩個：台漁民與海巡署大規模、
多批次和日本海保廳衝突；美國希望
日本「見好就收」，避免事態持續惡
化，否則會逼迫美國作出究竟是否撐
日本的抉擇。當然美國也不願意看到
兩岸聯手保釣，而喪失更多在東亞渾
水摸魚的能力。
知名海權問題專家王曉鵬亦認為，

此次協議達成，日本一方面想要離間
海峽兩岸合作的可能性，另外一個方
面就是日本給台灣一個甜頭，然後能
夠對台灣實行一個誘控，使台灣地區
接下來在釣魚島問題上一系列的舉措
能夠跟日本合拍，而不是與大陸去配
合。

王曉鵬指出，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
規定，台灣地區與日本簽署的所謂的這樣一個
漁業協議，在法律層面上是沒有強制效力的。
未來如果日本感覺到形勢發生變化的話，可以
完全通過某種形式的解讀，使得現在台灣地區
獲得的這些既得利益全部化為泡影。

或觸發中日新一輪爭端

國際問題評論員朱文暉說，如果這一事件不
繼續升級和發展的話，不至於觸動到中日間敏
感的神經，但如果日本進一步去觸動問題的
話，可能在北京和東
京之間又會掀起新一
輪爭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昨日報道，李
登輝決定5月初前往日本，在神奈川及東京發
表演說。這將是他卸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第6
次訪日，上次是在2009年。
李登輝昨日到台灣新竹參訪時表示，若時間

到能去就去，但最近的身體情況，要等到4月
底身體檢查之後，再做最後決定。他說，他上
周嚴重拉肚子，住院5天，瘦了2公斤。
李登輝此次訪日是為了出席二戰末期神奈川

縣飛機廠「高座海軍工廠」原台灣少年工的交
流儀式。儀式將在第一批少年工赴日70周年紀
念日5月9日在神奈川縣座間市舉行，日本前首
相森喜朗及日本維新會代理代表平沼赳夫也將
出席。李登輝將在儀式上發表演說，約300名
原台灣少年工將赴日參加。

陸推動《投保法》
維護台胞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國台辦
新聞發言人范麗青昨日表示，大陸一直高度重視台
胞權益保護工作並取得積極成效。下一步將積極推
動《投保法》及其實施細則的修訂工作，更好地維
護台胞合法權益。
范麗青表示，我們一直高度重視台胞權益保護工

作，採取各種措施認真做好這項工作，並已取得積
極成效。一是不斷推進台胞權益保護工作的法制化
建設；二是不斷健全台胞權益保護工作機制；三是
依法妥善處理台胞權益保護事宜。下一步將積極推
動《投保法》及其實施細則的修訂工作，不斷加強
完善相關工作，更好地維護台胞合法權益。

所有高校台生擬納醫保　

對於目前在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參加大陸醫
療保險的有關情況，范麗青透露，大陸的醫療體制
改革正在穩步推進中。大陸一直十分關切、重視在
大陸就學的台灣學生的健康權益。目前，廣東、福
建這些台灣學生就讀比較集中的省份，已經將在高
校全日制就讀的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一樣納入了城
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她表示，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動，將所有在大陸

高校全日制就學的台灣學生納入各地城鎮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試點範圍，以便更好地保障這些台生的醫
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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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民未來在釣魚島海域作業圖

北緯27度以南為
日台共識台灣漁
民可作業海域

釣魚島往外12
至24海里處，
台灣漁民可自
由作業

八重山群島周
邊，日方將開
放漁場供台灣
漁民作業

註：紅色虛線為台灣主張的暫定執法線，簽約後台灣
漁民作業區域會向前不規則推進4000至5000平方公里
作業區域。黑色虛線為協議內日台主張的所謂「領海
外界線」。　　　　資料來源：據台灣《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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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在昨天舉行的國
台辦例行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博鰲論壇上的
「習蕭會」是積極而富有成果的。她稱，當前兩岸雙方最重
要的還是要努力推動ECFA後續協商早日完成。她表示，近
年來，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兩
岸民眾都希望看到兩岸關係進一步深化發展。此外，她提
到，大陸主管部門將向台灣提供H7N9病毒毒株，目前正在
辦理相關手續。

「習蕭會」積極富有成果

范麗青表示，這次「習蕭會」（習近平會見蕭萬長）是積
極而富有成果的。雙方在兩岸關係尤其是加強兩岸經濟合作
方面，有許多相同或者相似的看法。大陸方面一直在抓緊落
實給予台資相關待遇的工作，過去就有「同等優先」這樣一

些做法，今後會進一步地來加以落實。
她指出，當前兩岸雙方最重要的還是要努力來推動

ECFA(兩岸經濟貿易合作框架協議)後續協商早日完成。至於
兩岸可以適時務實探討經濟共同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
銜接的適當方式和可行途徑，我們願意聽取台灣各方的想
法，以利於務實的探討。

民間開始探討政治議題

有記者問及，馬英九日前表示，兩岸談判應是漸進式，政
治對話不是現在人民所需要的。對此，范麗青回應，近年
來，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兩岸
民眾都希望看到兩岸關係進一步深化發展。
范麗青說，現在兩岸民間也有許多機構和人士，尤其是學

者們，實際上已經在思考、探討兩岸間的政治性議題。這種
做法是務實的，有利於積累共識，為今後解決問題創造條
件。

將供台H7N9病毒毒株

另外，針對近期發生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范麗青
稱，大陸方面高度重視，會隨時向台灣方面通報H7N9禽流
感疫情相關情況。此外，應台灣方面的要求，大陸主管部
門同意向台灣方面提供病毒毒株，目前正在辦理相關手
續。
范麗青表示，下一步，我們將繼續認真履行兩岸醫藥衛生

合作協議，與台灣有關方面加強聯繫，根據台灣疫情防控的
需要，盡力提供支持協助，切實維護兩岸同胞健康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

道）在昨天舉行的國台辦例行新聞發佈
會上，發言人范麗青表示，海協會將積
極籌備「汪辜會談」二十周年紀念活
動。
范麗青稱，「汪辜會談」是兩岸關係

史上邁出的重要一步，屆時海協會將舉
行相應的紀念活動。目前這個活動還正
在籌備中。

籌辦「兩岸企業家峰會」

此外，今年3月，曾培炎率團赴台訪
問期間，達成了兩岸分別成立「兩岸企
業家峰會」社團等多項共識。范麗青表
示，根據我們的了解，雙方有關方面目
前正在積極推動相關籌備工作。我們希
望雙方共同努力，把峰會辦好，使其在
推動兩岸企業家交流、促進兩岸經濟合
作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對於台日漁業會
談成功為台灣漁民擴大爭取到4,530平方公里的作業水
域，台灣「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謝夢麟表示，「樂見
雙方會談，但成果了無新意。」他說，協議還是不能讓
台灣漁民進入釣魚台列嶼12海里內的範圍作業，「視同
日本擁有實質管轄權」，攸關主權問題，「久了就變成
既定事實」。
謝夢麟說，上次保釣行動搭乘的保釣船「全家福

號」，遭撞損後，仍在新北市深澳漁港維修，昨日才前
往漁港關心全家福號的船長。台灣保釣團體的保釣行動
不會因台日這次的漁業協議終止，未來還是要登島。
此外，台灣「外交部長」林永樂昨日表示，台灣當局

簽署日台漁業協議，台方堅持列入「免責條款」，確認

各項規定「不損及主權主張」，「絕不會以主權換漁
權」。

台當局：非協議範圍仍護漁

台灣「海巡署長」王進旺昨日出席日台漁業協議簽署
儀式會後記者會時則稱，靠近釣魚島列嶼附近的北緯27
度以北海域，非協議範圍，但仍派艦艇執行護漁。
王進旺表示，海巡艦艇會秉持「漁船在哪，就去哪護

漁」，並貫徹只要合法出海漁船，一定全力保護的政
策。
王進旺說，北緯27度以北和日本先島諸島以南的海

域，不在這次協議範圍內，但若台灣漁船在該處作業遇
日本公務船干擾，「海巡署」仍會派巡防艦護漁。

■日台雙方昨日在台北賓館進行漁業會談並簽署漁業協議。左為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右為亞東關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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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台灣船隻進入釣魚島海域12海里內，遭日

本巡視船用水炮攻擊。 美聯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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