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副總統拜登昨日由日本轉到
北京，對中國進行訪問。日本首相安倍在3日傍晚
與拜登會談一個小時，隨後宣佈了他與拜登在應對
中國防空識別區問題上達成的四項共識。但是事實
上，拜登拒絕了安倍提出的三項最關鍵的要求。
據悉，兩國確認一致反對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

雙方將強化兩國合作，共同應對中國，雙方還確認
日本自衛隊和美軍不會因為中國設定識別區而改變
在這一空域的聯合行動，日美還將在民航客機問題
上採取統一步驟。

日圖顯同盟關係不果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表面上看，安倍與拜登達成
這四項共識，可謂是成果輝煌。但是事實上，拜登
拒絕了安倍首相提出的三項最關鍵的要求。
第一，拒絕了日本政府提出的發表一份「共同聲

明」的要求。首相官邸早前放出風聲，表示安倍將
會在與拜登的會談中，重點討論中國防空識別圈的
問題，並將會尋求發表一份「聯合聲明」，以彰顯
日美兩國攜手共鬥中國的同盟友誼。但是，拜登沒
有同意日本政府的這一精心安排，他認為，沒有必
要發表什麼「聯合聲明」去刺激中國。
第二， 拒絕了日本政府希望美國贊同日本主張

的「中國必須撤回防空識別圈」的要求，最後只

同意使用「不
能默認中國防
空識別圈」的
曖昧詞彙來表
達日美兩國在
應對中國防空
識別圈問題上
的 「 一 致 立
場」，讓安倍迄
今為止撕破嗓
子喊出的要求，被拜登打了水漂。
第三，拒絕了日本政府要求美國政府採取統一立

場，阻止民間航空公司向中國政府遞交飛行計劃書
的要求。拜登認為，從民航安全的考慮，美國政府
同意航空公司向中國政府遞交飛行計劃書。經過雙
方的折衡，最終對於這一問題的表述，只停留在
「絕不容許中國對民航客機的飛行安全構成威脅」
的詞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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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擬指礁為島 專家：華必不承認
圖擴大領海面積 確定專屬經濟區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維護主權，日本方面

則擬施展「指礁為島」伎倆，將位於東海的三座「礁岩」更名為「島」，擴大其領海面

積，而該海域曾有中國漁船前往捕魚。內地中日關係學者表示，日本把礁變島是故伎重

演，主要目的就是擴大所謂的經濟區範圍，此舉定不會得到中方承認。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昨日報道，日本長崎縣
五島市市長野口市太郎將會在9日召開的議會會議
上，宣佈將位於五島市對開東海的無人島鳥島(通
稱：肥前鳥島)的北岩、中岩和南岩三座「岩」的
名稱分別改為「島」。新名稱將定為北小島、中小
島、南小島。

曾有中國漁船作業

五島市並計劃於明年1月底前正式向日本國土地
理院遞交變更申請，報道稱，此舉意在向周邊國家
明確表示此處是日本專屬經濟區(EEZ)的基點。根
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專屬經濟區的基點必須
是島嶼。雖然日本政府此前就將其定位為日本專屬
經濟區的基點，國土地理院的地圖仍標記為
「岩」。不過長崎縣認為，肥前鳥島符合時常露出海
面等作為島嶼的條件。報道稱，在肥前鳥島周邊海
域，曾出現過中國漁船作業的情況，因此當地經濟
團體自今年1月起提出要更改名稱。
位於福岡市的日本國土地理院九州地區測量部表

示，地名表述根據地方政府的報告確定。雖然將
「岩」改為「島」並不多見，但如果提出申請，將
予以採納。

圈海彰顯日本野心

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馮昭奎對本報表示，日本
把礁變島的把戲並不是第一次，之前日本將沖之鳥
礁認定為島嶼，並以此沖之鳥礁為依據主張47萬平
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和約25.5萬平方公里的外大陸
架。馮昭奎說，日本此次故伎重演，依然是為了擴
大領海區域，擴大所謂的經濟區範圍，日本最擅長
的就是填海造地，發瘋似的「圈海行為」彰顯日本
擴張領土野心在持續發酵。不過馮昭奎指出，日本
此舉定不會得到中國方面承認。
另外針對目前持續緊張的「中方劃設東海防空識

別區」而引發的爭端，馮昭奎表示，在此次爭端
中，美國「往前衝」的行為太過明顯，其偏袒日本
的行為也更加露骨。自中國宣佈劃定防控識別區
後，美國飛機首選闖入識別區，隨後是日本和韓
國，可以說美國起到帶頭作用。
馮昭奎指出，儘管中美之間有幾十個戰略對話，

也確定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戰略，但是此次爭端也
讓中國「一對二」態勢更加明朗，此次可以看出，
一旦中日兩國發生衝突，美國肯定不會袖手旁觀，
會站在日本一邊。馮昭奎說，這點值得中方在應對
方面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也值得中方警惕。

根據1982年12月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S)
第121條，就「島嶼」的定義必須符合兩點﹕潮漲時，
「島嶼」仍然於水平 以上；同時，「島嶼」必須能夠自
給自足地維持人類生存及經濟活動。前者較為明確，後者
所指的「可居住性」(habitability)，定義則相當模糊。任何
未能符合以上兩項條件，則不足以稱作「島嶼」。而對岩
礁的述敘，則是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
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
層。 ■本報資料室

「島嶼」與「岩」區別

香港文匯報

訊 中方劃設
東海防空識別
區引來國際爭
議，鄰國日本
更要求國內的
航空企業拒絕
遵守中國東海
防空識別區的
有關規定。解
放軍少將尹卓
警告，日本如
果拒絕通報飛
行計劃，按照
法律規定，在

飛機落地以後要受罰。
據人民網報道，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美國航空

和達美航空三家航空公司，在11月30日分別證實
已經按照美國政府的建議，向中國通報涉及東海
防空識別區的飛行計劃。美方的做法，讓高度依
賴美國的日本政府頗感為難，因為日本仍在要求
國內的航空企業拒絕遵守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
有關規定。
尹卓對此表示，日本就是想挑戰中方防空識別

區的法律地位。過去設有飛行情報區，在飛行情
報區裡面是需要通報的。現在飛行情報區實際跟
防空識別區合二為一，由空軍負責空管，日本當
然需要通報。如果拒絕通報，按照法律規定，在
飛機落地以後要受罰。美國當然不願意它的公司
受到經濟上的損失，而日本可能要讓它的公司冒
這個風險了。

尹
卓
：
闖
識
別
區
拒
通
報
必
遭
罰

日
科
協
向
雲
南
大
學
贈
萬
冊
書

拜登拒安倍「聯合抗中」三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日本媒
體報道，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4日成
立。對此，中國外交部要求日方重視亞洲鄰國的關
切，順應時代潮流，走和平發展道路，多做有利於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此外，日本政府4日亦制

定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概要」，其中增加一個
「中國防空識別圈」專門內容，以確定專門的對應
方針。

仿美模式 負責外交安全政策

據共同社報道，「國家安全保障局」是NSC的執
行機構，被提名為第一任局長的內閣官房參事谷內
正太郎3日在東京發表演講，對於圍繞歷史認識及
領土問題與日本對立的中韓兩國，谷內表示：「還
看不到化解的跡象」。他表示今後「不會對中韓兩
國挑起事端，也不希望遭到挑釁，將耐心應對」。
此外，日本憲法解釋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對此谷
內重申應允許予以行使。
NSC定於明年1月開始運行，人員編制約60人，

職能相當於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旨在打破
各部門的垂直分割，推進首相官邸主導的危機管理
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NSC還將應對朝鮮核及導彈
問題、圍繞釣魚島的中國海洋活動問題等安保環境
的變化。

針對華識別區 制衡意圖明顯

對於日本成立NSC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昨日表示，由於歷史原因，日本的軍事安全動向一
直深受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關注。「今年以來，日
本在有關領域出現了許多消極動向。日本首相宣揚
「侵略未定論」，副首相宣稱「要效仿納粹修改憲
法」。這樣的言行怎麼能讓亞洲鄰國放心？我們要
求日方重視亞洲鄰國的關切，順應時代潮流，走和
平發展道路，多做有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
事。」
另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4日上午向執政的

自民黨遞交了一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概要」。在
對中國劃定的防空識別區的問題上，日本政府在這
份「戰略」中增加一個「中國防空識別圈」專門內
容，以確定專門的對應方針。
據悉，這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在本月內最

終定稿，並作為今後日本實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
綱要。

香港文匯報訊 澳
洲外長畢曉普昨日在
堪培拉接受中國駐澳
媒體聯合採訪時強
調，澳洲政府高度重
視澳中戰略夥伴關
係。她重申，澳對中
國與有關國家領土主
權和海洋權益爭議不
持立場，不選邊站
隊。
據國際在線報道，

畢曉普介紹了其定於
本周末對中國的訪問
及澳洲新政府的對華政策。
畢曉普表示，她此次訪華將與王毅外長舉行會談，她期

待與王毅外長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
行深入的討論。畢曉普還透露，澳洲總理阿博特將於明年
上半年訪問中國，為此訪做準備也是她同中方會談的重要
內容。
除雙邊關係外，中國和澳大利亞都積極致力於在國際和

地區多邊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明年兩國將分別舉辦亞太
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20國集團峰會。畢曉普表
示，澳中雙方可就國際合作加強協調配合。
畢曉普表示，作為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澳方希望同中

方努力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妥善處理存在的分歧。她重
申，「澳洲對中國與有關國家領土主權爭議不持立場，不
選邊站隊。希望有關各方共同努力維護本地區的和平穩定
局面。這也是澳政府長期以來奉行的政策。」

澳外長：
對華主權爭議不持立場

■著名軍事專家尹卓少將

■內閣官房參事谷內正太郎成為「國家安全保障局」

第一任局長。 資料圖片

■日本位於東海的無人島鳥島由南岩、中岩、北岩構成。

■安倍在與拜登舉行聯合新聞發

佈會上，緊鎖雙眉。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 目前，遼寧艦和殲-15艦載戰鬥機
的訓練和實驗任務正式進入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將
主要進行戰鬥機和艦艇之間的協同能力和實際作戰
能力，檢驗殲-15戰鬥機的實際作戰能力和攻擊力。
據消息人士透露，經過這階段的試驗後，遼寧艦和
殲-15將在明年於南海進行實彈打靶測試，進一步驗
證在海上進行空中作戰和反艦作戰任務的能力。

據新浪軍事報道，殲-15戰鬥機將在未
來3至5個月內進行艦載戰鬥機航母起降
後，夥伴加油作業。這是驗證殲-15在遠
離陸基飛機保障的情況下進行遠程奔襲
作戰的基本技能之一。其次，殲-15還將
進行高海況條件下的起降飛行試驗，驗
證在二級和三級海況上進行戰鬥機正常
起降飛行的能力，確保殲-15可以在高海
況下進行正常作戰任務。最後，殲-15還
將進行夜間起降飛行試驗和訓練，驗證
殲-15戰鬥機和遼寧艦可以在夜間進行正

常的飛機起降，保證殲-15和遼寧艦具備全天候作
戰能力。
經過上述試驗後，遼寧艦和殲-15戰鬥機將在明

年，於南海某海域進行實彈打靶測試，進一步驗證
殲-15戰鬥機在遼寧艦上起飛後，在海上進行空中
作戰和反艦作戰任務的能力，演練以遼寧艦為核心
的編隊作戰能力。

殲-15明年南海練實彈打靶

日成立「國安會」中方促重視鄰國關切

■殲-15戰鬥機在遼寧艦航母上進行降落作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財團法人「日本
科學協會」決定向中國的大學贈送由當
地出版社提供的1萬冊日文新書，4日在
雲南大學舉辦了贈書儀式，該會稱此舉
旨在加深中國對日本的理解。
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科學協會強調

了對華贈書的意義，稱「目前日中關係
持續僵持，但擁有68萬日語學習者的中
國的大學中有許多年輕人想要了解日
本」。

至今已贈送313萬冊書

報道引述據該協會和提供書籍的講談
社表示，此次贈送的圖書約達1萬冊，
包括講談社出版發行的推理小說、愛情
小說和實用書籍。今後將向雲南大學等
30多所中國大學分批贈送。該協會表
示，向中國大學贈書的項目始於1999
年，至今已贈送了約313萬冊。但迄今
舊書較多，贈送由出版社提供的新書實
屬罕見。

■美日就民航機經過中國防空區達成折中表述。圖

為飛機經過釣魚島。 資料圖片

■畢曉普強調，對中國與有關國家

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議不選邊站

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