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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篪抵越今晤副總理
中越南海爭端以來最高層接觸

總裝部長訪俄觀蘇-35戰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之聲報
道，在莫斯科郊外的庫賓卡進行了俄
羅斯最新的蘇-35戰機又一次向以中國
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為首
的中國軍事代表團作的示範展出。

討論中俄軍事技術合作
國際文傳電訊社熟悉情況的消息人
士稱，這個展示是準備在向中國批量
提供蘇-35戰機合同的框架下進行的。
中國軍事專家了解了飛機的作戰和飛
行特性的細節，觀看了在空中的戰
機，並對戰機的特殊用途進行了磋
商。據他介紹，根據中國軍方的反

應，他們喜歡這種飛機，能感覺到，
他們打算購買這種戰機。
16日進行了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張

又俠和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尤里．鮑
里索夫的會面，在會面中討論了俄中
軍事及軍事技術合作的問題。在會面
中還涉及到向中國供應蘇-35戰機合同
的準備問題。
據非官方消息，中國在第一階段計

劃購買24架蘇-35戰機，他們不想買為
俄羅斯空軍批量生產的飛機，而是要
適應中國空軍要求的飛機。現在中國
是海外最大的蘇-27/蘇-30戰機家族用
戶。

上合8月內蒙古演習反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新網報道，俄羅

斯東部軍區新聞處主任戈爾傑耶夫昨
日表示，「和平使命-2014」國際反恐
演習將於8月下旬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
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
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機構執行委

員會第10次會議昨日在塔什干召開。
組織成員國包括俄羅斯、哈薩克斯
坦、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白俄羅斯、斯里
蘭卡和土耳其具有對話夥伴國地位。

國際恐怖勢力區內復甦
該機構執行委員會表示：國際恐怖和

宗教極端勢力在地區積極復甦，恐怖組
織積極宣傳，給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社
會秩序造成重大損失。
戈爾傑耶夫說：「『和平使命-2014』

軍演將於2014年8月24日至29日在朱日
和訓練基地舉行。」
俄羅斯將動用800餘名官兵、「冰

雹」多管火箭炮炮兵連、「康乃馨」
自行榴彈炮炮兵連、迫擊炮炮兵連、
「石勒喀」自行高炮排和狙擊手排參
加演習。此外，演習還將啟用軍區飛
機，包括8架米-8直升機、4架蘇-25
前線轟炸機和2架伊爾-76軍用運輸
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午在例行記者會上宣佈，應越南政
府副總理兼外長范平明邀請，國務委員楊潔篪將於18日在越

南同范平明舉行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團長會晤。去年5月，中
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曾在北京舉行。中方主席亦是
國務委員楊潔篪。過去一個多月，中越關係因南海衝突而持續緊
張。此次是雙方發生爭端以來最高層次會面。

盼着眼大局妥處事態
上月2日起，中企所屬「981」鑽井平台在中國西沙群島毗連區
內展開正常鑽探，遭到越方包括武裝船隻在內的大批船隻非法干
擾。截至上周五，越方對中方作業區的衝撞次數累計達到了1,547
次。同時，越方還縱容其國內反華遊行示威。5月中旬，數千越南
不法分子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在越企業進行砸搶燒，殘酷殺害4
名並打傷300多名中國在越公民，並造成重大財產損失。
華春瑩透露，楊潔篪此行將同越南副總理兼外長范平明舉行會
談，並會見越方領導人。雙方將就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
換意見。她表示，中越雙方一直就海上局勢和雙邊關係有關問題
保持溝通。中方已多次闡明了在有關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中方希
望就相關問題同越方坦誠、深入交換意見。中方希望越方着眼大
局，與中方相向而行，妥善處理當前事態。
那麼本次會晤是早就確定的，還是臨時決定的呢？對此，華春

瑩回應指，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雙方主席有舉行年度會晤的
做法，具體時間由雙方共同商定。
去年十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到訪越南，雙方同意沿着
海上、陸上、金融三條主線全面推進各領域務實合作，並成立海
上共同開發磋商工作組、基礎設施合作工作組、金融合作工作組
三個重要機制負責具體落實。同時，雙方還簽署關於建設跨境經
濟合作區、互設貿易促進機構、海上低敏感領域等合作文件。但
有分析認為，中越海上爭議將給中越關係蒙上陰影，令中越間的
大量合作計劃難以落實。

保持溝通尋解決辦法
中越南海爭端發生後，越南媒體曾頻繁引述消息人士稱，5月以
來，中方已經多次拒絕越方提出的舉行中越領導人通話、越方派
特使訪華、安排高級別會談等一系列建議。但中國外交部反駁指
有關說法完全不是事實。5月2日以來，中方在各個層面同越方進
行了30多次溝通，並且多數的溝通是中方主動提出來的。
中國外交部日前重申，中方會繼續盡最大努力與越方保持溝
通，中越之間的問題從來都是通過雙邊溝通協商，最終尋求一個
妥善解決的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西沙海上鑽井
平台衝突持續緊張之際，中越兩國政府今日將在河內舉
行高層會晤。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昨日抵達河內，今日
將與范平明舉行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團長會晤。這
是5月初南海爭端以來兩國間最高層級的面對面官方接
觸。中國外交部指，中方希望就南海爭議問題同越方坦
誠、深入交換意見。中方希望越方着眼大局，與中方相
向而行，妥善處理當前事態。

越總理：避免過度依賴中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據越南每日快訊報道，越南總理阮晉勇指導加
強經濟獨立自主，要求各部制定2015年經濟增長目標，達到6%
至6.2%。阮晉勇稱，制定這個計劃必須建立在評價和分析目前南
海演變的影響作用的基礎上。與去年不同，除了上述基本目標
外，2015年，阮晉勇提出，要加強經濟的獨立自主，避免過度依
附於一個市場，要將此視為目前南海演變環境之中的中心任務。
阮晉勇要求採取各種辦法，大力發展國內市場，使進出口市場
多樣化，開拓和發展新市場，避免過度依賴中國或其他任何經
濟。他稱，「加強宣傳、廣告工作，加強市場調研，提高國內產
品的地位和威信，取代進口產品，減少對外依附。主動建立國內
產品，首先是服務於生產的主要原材料的開發生產項目」。

中越船隻險相撞
另越通社報道，越南漁檢局16日在「越南海域」執法時，中國
2168號海監船突然加速並轉向，在越南KN768號漁檢船的船頭前
十分危險地衝繞過去。就在這一剎那間，如果KN768號漁檢船來
不及避開，造成兩艘船互相衝撞，可能會給KN768號漁檢船造成
嚴重的人員和財產損失。16日9時30分，越南漁檢力量繼續組成
編隊，從西北方向駛向海洋石油981鑽井平台海域。

■■中國在西沙鑽井平台展開正常鑽探中國在西沙鑽井平台展開正常鑽探，，遭越方大批船隻遭越方大批船隻
非法干擾非法干擾，，中方驅趕越方船隻中方驅趕越方船隻，，維護主權維護主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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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政府消息人士昨日透露，中韓海洋專屬
經濟區劃界談判13日在首爾以非公開形
式舉行，中國外交部邊海司司長歐陽玉
靖和韓國外交部國際法律局局長康禎植
分別率團與會。會談未能達成具體協
議，雙方同意繼續舉行會談，就有關問
題進行討論。這是兩國自2011年舉行有
關會談後時隔3年再次舉行會談。

兩國專屬經濟區部分重疊
目前，中韓兩國專屬經濟區的部分區

域存在重疊，其中包括中韓爭議的蘇
岩礁（韓稱離於島）。兩國自1996年以
來每年都舉行會談，就此問題進行磋
商。然而中國外交部2009年新設邊界與
海洋事務司（邊海司）負責海洋劃界事
務後，兩國多年來沒有召開會談。
分析指，雙方就此問題意見分歧懸

殊，且隨着中越南海紛爭逐漸升溫，中
國邊海司把其工作重點放在這一問題
上。這可能是中韓多年來沒有商討海上
劃界事宜的主要原因。

下月首腦會談料再討論
韓國政府表示，為了解決蘇岩礁控制
權和中國漁船的非法捕撈問題，爭取盡
早就海洋劃界問題達成一致。兩國曾在
去年舉行的首腦會談上商定，盡早舉行
有關會談，就海洋劃界問題進行磋商，
預計雙方在下月初舉行的中韓首腦會談
上再次就此問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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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其亮見外賓
促日停危險舉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軍委副主席

許其亮昨日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危害中日海空安全的
危險舉動，以實際行動為改善中日關係創造條件。
許其亮是當日在八一大樓會見來訪的澳洲空軍司令
布朗時作出上述表示的。
許其亮在會見中向澳方介紹了中日關係現狀，指

出日方近期再次炒作中國戰機「異常接近」日本自
衛隊偵察機，是不負責任的欺騙煽動言論，其根本
目的是欺騙國際社會，蒙蔽國內民眾，為其解禁集
體自衛權和修憲擴軍製造藉口。
「我們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危害中日海空安全的危

險舉動，以實際行動為改善中日關係創造條件。」
他說。
許其亮還對澳方在馬航失聯客機搜尋行動中付出

的努力和向中方參加搜尋人員提供的協助表示感
謝。

台太平島建碼頭 軍警護送重機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國民黨「立
委」林郁方昨日披露，台灣一支由6至7艘載運碼
頭興建工程所需重型機具的運補船團上月10日啟
航，在5至6艘艦艇，以及數十名海巡署與海軍陸
戰隊特勤隊的武裝護航下，於上月18日順利駛抵
太平島，將興建碼頭所需的大型挖土機與吊車等
重型機具的無動力平台船，順利載運上島。

工程望明年底完成
林郁方強調，這代表太平島碼頭興建工程，將
由原本的紙上作業，邁入實際工程建造，全部工
程有希望在2015年年底提前完成。屆時，海軍和

海巡署3,000噸級的巡防艦就能直接靠泊，提升太
平島的防衛能力與海域巡弋效能。未來台灣的公
務船也能以太平島為基地，掩護台灣的遠洋漁
船、海洋科研船和資源探勘船，在南沙海域的作
業。他指出，這支船團是由數艘載運大型挖土機
與吊車等重型機具的無動力平台船，與負責拖帶
的拖船所組成，對太平島碼頭興建工程極為重
要；倘若無法如期抵達，後續所有的工程都會延
誤。但這支船團不僅目標顯著，平均航速不到5
節，海上轉向十分困難，若遭到攔截或騷擾，根
本無法自行脫困。
林郁方說，為替這支船團護航，海巡署和海軍
共出動了5至6艘的艦艇，其中包括海巡署1,800
噸「巡護七號」巡護船、3,600噸海軍康定級巡防
艦和成功級巡防艦等大型船艦；海巡署特勤隊和
海軍陸戰隊特勤隊派出數十名的特戰人員，分成
數個特戰小組隨艦出海，以防船團進入南沙群島
水域後，遭到「不特定對象」利用快艇或機漁船
騷擾甚至強登。
海巡署指稱，太平島首批碼頭所需巨型沉箱已

送至太平島，聲稱「將依工作進度不定期運送沉
箱至太平島施作」，但說法遭到林郁方否認，沉
箱現在還放置在南部，待年底才會前運太平島。

中越磋商 防「擦槍走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越南

海爭端緊張之際，楊潔篪到訪越南備受關注。知
名海權問題專家、廈門大學海洋政策與法律中心
副主任、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金明教
授向本報指出，南海問題肯定是楊潔篪此訪重要
議題，相信他會向越方重申在「981」鑽井平台
上的一貫立場，中方不希望事態擴大化，要避免
「擦槍走火」，但在涉及領土和主權的原則問題
上也不會有絲毫退讓。
中越高層在兩國海上衝突持續升溫之時突然舉

行會面，讓外界猜測接下來雙方西沙鑽井平台衝
突可能降溫。但李金明提醒，越方仍在強勢反
撲，在海上對中國正常作業的強力干擾仍看不到
任何暫停或減緩跡象，「越方還在國際和輿論上
不斷製造事端，顯然不肯善罷甘休。」

主權問題不會絲毫退讓
「楊潔篪此訪顯示出中方的克制和誠意，希望

通過直接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李金明指出，中
方不希望事態繼續擴大，但越方進一步挑釁，雙

方就有可能「擦槍走火」，這對雙方都沒有好
處。
他預料，楊潔篪會規勸越方從維護兩國關係和

南海和平穩定大局出發，尊重中方的主權、主權
權利和管轄權，立即停止對中方作業任何形式的
干擾，並撤走現場所有船隻和人員，緩和緊張局
勢，使海上盡快恢復平靜。「中方雖然希望緩和
目前的緊張局勢，希望中越關係良好發展，但在
涉及領土和主權的原則問題上肯定不會有絲毫退
讓。」
李金明相信，楊潔篪會向越方重申西沙群島是

中國固有領土，不存在任何爭議，並會批駁越南
所謂「981」鑽井平台在越方專屬經濟區內的說
法。中國企業所屬「981」鑽井平台在中國西沙
群島毗連區內，前後作業海域距離中國西沙群島
中建島和西沙群島領海基線均17
海里，距離越南大陸海岸約133至
156海里，完全在中國主權和管轄
權範圍內，絕不在越南所謂專屬經
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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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昨日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昨日
抵達河內酒店抵達河內酒店。。 美聯社美聯社

■韓國海軍去年底出動神盾艦高調巡航蘇岩礁海
域。 資料圖片

■台灣運送首批建設物資上太平島。 網上圖片

■俄羅斯最新的蘇-35戰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