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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今年5月7日是越南奠邊
府戰役勝利60周年紀念日。為
紀念奠邊府大捷60周年，中國
援越抗法老戰士及親屬代表團
於4月下旬應越南政府邀請訪
越，重溫昔日中越兩國人民之
間的戰鬥友誼。
作為當年援越顧問的黃群，
曾親身經歷了奠邊府大捷。他

告訴記者，本次中國訪越代表
團以援越老戰士的親屬為主，
其中有陳賡、韋國清、羅貴
波、阮山等人的後代。

中國援越抗擊法軍獲勝
60年前，應胡志明主席的請

求，中國政府派出了韋國清率
領的軍事顧問團、羅貴波率領
的政治顧問代表團赴越南，幫

助越南抗法救國，最終取得奠
邊府戰役的偉大勝利。
作為歷史的見證者，黃群認

為奠邊府大捷意義重大。他
說，奠邊府大捷是1954年越南
人民軍向奠邊府的法國侵略軍
發起總攻，「這場硬仗是越南
人民抗法戰爭中規模最大、帶
有決定意義的戰役，這場勝利
改寫了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實
習記者 張立東 海南潭門報道）屬
於海南省的「瓊瓊海 09063」、
「瓊瓊海03168」兩艘漁船本月6日
在中國領海的南沙半月礁作業時，
遭遇菲律賓武裝船隻攔截和鳴槍威
脅。「瓊瓊海03168」漁船成功撤
離該海域，另一艘漁船及11名漁民
失去聯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昨日警告菲方不要採取任何挑釁
行動，要求菲方立即放人放船。

鳴槍多響 截華1漁船
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漁政漁港監

督管理站副站長王啟臻昨日表示，
「瓊瓊海09063」於今年4月24日
從潭門中心漁港報關赴南沙海域生
產，29日到達半月礁海域。本月6
日上午10時左右，菲律賓武裝人員
強行登上「瓊瓊海09063」，並向
天空鳴了四、五槍警告，將該船及
其人員控制，「瓊瓊海03168」發
現情況後立即駕船離開，當開到半
月礁礁門處時又出現一艘似越南漁
船的船隻對該船進行攔截，並鳴放
十幾槍警告。

扣留11人 掠500海龜
而路透社昨日引述菲律賓國家警

署海事小組總警司瓦加斯稱，菲海
警6日在南沙群島半月礁附近「逮
捕」一艘中國漁船，船上有11名中
國船員和約500隻海龜。菲方稱發

現中國漁船的位置位於菲律賓專屬
經濟區。漁船已被拖至巴拉望省，
並將面臨「適當指控」。
據了解，「瓊瓊海 09063」、

「瓊瓊海03168」兩艘漁船的船員
均是潭門當地人。海南省漁業相關
人士指出，半月礁在中國南海「九
段線」範圍內，是潭門漁民的傳統
漁場之一，每年潭門前往南沙海域
作業的漁船超過160艘，涉及漁民
5,000人左右，佔在南沙海域作業船
隻的70%以上。
此次被菲扣的「瓊瓊海09063」

為木質船體，噸位73噸，功率391
千瓦，船上共有11名漁民，其中38
歲的船長陳奕泉是潭門鎮舊縣村
人；船員年紀最大的是輪機長陳則
豪，年齡最小的是19歲的李香輝。
潭門漁業協會在收到消息後，已將

最新情況向正在半月礁附近作業的其
他中國漁船通報，聯繫就近作業的漁
船開展信息收集與救援工作。此外，
在南沙執法的中國漁政船、海警船等
已前趕往相關海域進行搜救。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強調，中國對包括半月礁
在內的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
無可爭辯的主權，目前中國海警船
已趕到事發現場，外交部和駐菲律
賓大使館已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
菲方對此給出合理解釋，並立即放
人放船。中方也再次警告菲律賓方
面不要採取任何挑釁行動。

越菲南海挑釁中國
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首座自主

研發的深水鑽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5月9日在距離香港東南320公
里處南海水域成功開鑽。這是中國的石
油公司首次獨立進行深水油氣勘探開
發，標誌着中國海洋石油深水戰略邁出
實質性步伐。

「量身定做」開發南海
平台自重超過3萬噸，從船底到井架

頂高度為137米，相當於45層樓高。這
次開鑽的「海洋石油981」是為開發南
海「量身定做」。它是世界上首次按照
南海惡劣海況設計的鑽井平台，能抵禦
200年一遇的颱風。
「海洋石油981」同時也為在平台上

的160名員工配備了先進的生活設施，
營造了舒適的海上生活環境。這裡不光
有整齊的員工宿舍、明亮的食堂，還設
置了健身房、洗衣房，員工閒暇時可以
打乒乓球、舉啞鈴，工作服還有專人收
集並在洗衣房裡統一洗滌。在「海洋石
油981」的冷庫裡，還儲藏了大量新鮮
蔬菜。
「海洋石油981」由中海油於2008年

4月28日開工建造，也是中國首座自主
設計、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潛式鑽井平
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海洋石油
981」在全球首次採用了最先進的本質
安全型水下防噴器系統，在
緊急情況下可自動關閉井
口，能有效防止類似墨西哥
灣事故的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繼菲律賓派出武裝船隻在南沙半月礁強行押

走中國漁船漁民後，中國與越南針對中海油「海洋石油981」鑽井平台在南

海作業的爭端也進一步升級。據外電報道，越南海警船昨日在阻止中國船

隻進行石油勘探作業時，雙方船隻發生碰撞，越方稱有越南人員受傷。而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此前在與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平明通電話時強調，西

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要求越方停止干擾中國企業在此海域的作業。

南海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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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海警船撞華船阻鑽台作業越海警船撞華船阻鑽台作業 中方警告停止干擾中方警告停止干擾

奠邊府大捷60周年 越邀請中國團同賀

中國領土半月礁位於南沙群
島，盛產海龜。地理位置靠近菲
律賓西南部的巴拉望島和馬來西
亞的沙巴地區，中國與菲律賓對
半月礁的主權存在爭議。

1987年，中國南沙綜合科考隊
登陸半月礁，留下了中國石碑和
標識物。1995年3月，菲律賓軍
隊破壞中國美濟礁北部的五方
礁、南部的半月礁上的中國石
碑和標識物。菲律賓國防部宣
布向美濟礁及附近島礁增兵，
並在半月礁上設立了一些標識和
避難所。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回應，半月礁在中方控制範圍
之內。

菲律賓法律嚴禁捕撈海龜，當
地也無食用海龜的習俗；而中醫
則把海龜殼列為珍貴藥材，具有

極高經濟價值。故海龜捕撈經常
成為中菲圍繞南海爭議島礁糾紛
的引爆點。

華軍艦曾擱淺 自主脫險
2010年，菲海岸警衛隊在半月

礁附近海域扣押9名中國漁民，
在船上搜出一些漁網和據稱用來
製作海龜標本的材料以及福爾馬
林等藥品，菲海警指控這些漁民
涉嫌偷獵海龜。

2012年7月11日，中國海軍1艘
護衛艦在半月礁附近海域執行例行
巡邏任務時意外擱淺，令菲方大為
緊張，菲派遣軍方人員調查是否屬
於意外事故。7月15
日，護衛艦在救援
兵力協助下自主脫
淺成功。

中國半月礁盛產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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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越南海警司令部副司令吳
玉秋（音譯）表示，中方船艇在7日衝撞越方船隻並發

射水炮，造成士兵受傷與船隻受損，他並指事件在西沙中建
島以南鑽油台所在位置發生。越南外交部國家邊界委員會副
主任陳維海並稱，中方船艇本月4日也曾在飛機支援下，蓄
意撞擊兩艘越南海警船艇。而美聯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稱，
河內方面出動了29艘船艦到有關海域。

楊潔篪：西沙屬華不存爭議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越南官員稱，中國船隻和越南海

岸警衛隊的船隻在兩國爭議海域發生了碰撞。此前越南試圖
阻止中海油在南海的爭議海域部署一個大型鑽井平台，兩國
船隻發生碰撞的海域位於距離這一地點約10英里（合16公
里）處。
屬於中海油的「海洋石油981號」鑽井平台此前開進西沙
群島海域作業。中國交通運輸部海事局上周六宣佈，中海油
981號鑽油平台從5日起在南海探鑽，並強調該鑽探平台位於
中國海域內。但越南稱，該平台離該國海岸138英里（合220
公里），完全位於該國專屬經濟區範圍內。
據中新社報道，楊潔篪6日下午與范平明通電話中，全面
駁斥了越方有關錯誤言論，強調西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不存在任何爭議。中國企業在中國西沙群島海域的作業完全
是中國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範圍內的事，任何人都無權
干涉。「越方對中國企業的正常活動進行干擾，嚴重侵犯了
中國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嚴重違背了雙方關於維護海
上穩定的共識和業已達成的有關協議，嚴重違反了國際法並
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背道而馳，損害了中越關係改善和發展
的良好勢頭。」
楊潔篪表示，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嚴正要

求越方切實尊重中方的正當權益，立即停止有關干擾活動，
糾正錯誤，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國關係大局。

外交部：越南行為違國際法
而越南政府6日晚間發布的聲明顯示，范平明在與楊潔篪

通話時表示，中海油總公司和數艘中國船隻在該地區的採油
作業是非法行為，違反了國際法，侵犯了越南的主權。他要
求中海油981撤走。
而在中國外交部昨日的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指責越南

妨礙中國的採油活動，指越南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的基本準則。「中方的鑽探活動完全在中方主權範圍之
內，越方干擾中方企業作業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對於中越因「海洋石油
981」鑽井平台在南海作業而出現的爭執，美國政府明顯
偏幫越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Jen Psaki）6日
稱，中國鑽井平台在爭議水域作業，不利於維護該地區
和平穩定。而負責東亞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
（Daniel Russel港譯羅素）前日在香港訪問時則聲言
「美國將調查此事」。

助卿聲稱「調查事件」
據路透社報道，普薩基6日在華府的記者會上稱，

「鑑於近期南海局勢緊張，中國讓其鑽井平台在爭議水
域作業的決定係挑釁行為，不利於維護該地區的和平與
穩定。」普薩基並稱，「這些事件表明，各聲索國有必
要按照國際法闡明他們的要求，就可在爭議水域進行活
動的類型……達成協議。」
昨日從香港轉赴越南繼續亞洲之行的美國助理國務卿

拉塞爾則稱，美國將調查這起事件，敦促各方保持克
制，「全球經濟非常脆弱，不能為眼前的經濟利益而犧
牲區域穩定。我們認為各宣稱主權的國家應當謹慎並克
制，這是非常重要的。」

責華南海鑽油
美為越「出頭」

中國首座深水鑽台

■■海南瓊海市漁政漁港監督管海南瓊海市漁政漁港監督管
理站通過漁船定位系統觀察南理站通過漁船定位系統觀察南
沙海域漁船動態沙海域漁船動態。。 新華社新華社

■■瓊海市潭門漁業協會瓊海市潭門漁業協會
會長丁之樂在碼頭焦急會長丁之樂在碼頭焦急
等待被菲國扣押的漁船等待被菲國扣押的漁船
信息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被菲律賓扣押漁船的母港被菲律賓扣押漁船的母港——
海南潭門漁港海南潭門漁港。。 安莉安莉 攝攝

■越南紀念奠邊府戰役勝利60周年。新華社

■■中國中國「「海洋石油海洋石油
981981」」鑽井平台鑽井平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