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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日本《讀賣新
聞》昨日報道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7月3日至4
日作為國賓首次訪問韓國。屆時，習主席將會與韓國總
統朴槿惠進行第5次中韓首腦會談，預料雙方將談及加
強雙邊經貿以及朝核和對日關係等議題。會談結束後，
中韓雙方將發表共同聲明。對此，中國外交部向本報回
應稱，目前中韓正就訪問的具體日期及日程安排保持密
切溝通。中方相信習近平主席訪問韓國將有力推動中韓
關係進一步發展，為促進地區和平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可能討論對日對朝政策
《讀賣新聞》報道預計，習近平訪韓期間，可能會

如同此前中方領導人訪韓一樣，會在韓國國會上進行
演說。目前韓國國會正調整具體訪問行程。報道認

為，習近平在沒有訪問日本和朝鮮之前訪問韓國，突
出了對韓國的重視。報道預料，中韓元首屆時將討論
對日、對朝政策，並可能會在歷史問題上強調共同反
對日本。
對於習近平訪韓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

表示，中方高度重視發展與韓國的關係，中韓兩國之間
一直保持着密切高層交往。去年六月下旬朴槿惠總統對
中國進行了成功的訪問，朴槿惠總統多次邀請和歡迎習
近平主席盡快訪韓，習近平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請。她
說，有關習近平訪問韓國的消息將適時發佈。
日前，中國外長王毅曾在給中韓公共外交活動的賀

信中表示，習近平主席將在不久後訪問韓國。韓國方
面亦透露，不久前，王毅外長訪問韓國時，雙方就習
近平主席訪韓事宜進行交流。

美助卿稱支持中韓合作
《讀賣新聞》報道稱，中方領導人訪問韓國，將會

加快韓國脫離美日的速度。不過，美國負責東亞和太
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當地時間18日在華盛頓
表示，中國的崛起為本地區帶來更多機遇，中韓兩國
的經貿聯繫一直在增加，美方注意到習近平將在不久
後訪問韓國，這是地區關係的「非凡里程碑」，此訪
有助於促進朝鮮問題上的合作。他表示，美國全力支
持中韓合作。
與中韓關係繼續提升形成鮮明對比，日韓關係依然

緊張。對此，拉塞爾表示擔憂。他說，日韓都是美國
的重要盟友，兩國正通過歷史問題對話機制就敏感問
題保持磋商，但雙方都需要努力改善關係。

習近平下月初訪韓 料談經貿朝核

■朴槿惠去年六月訪華時，邀請習近平訪韓。 資料圖片

反華暴亂遺害 重創中越邊貿
東興口岸商舖入不敷出 越南小販收入勁減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琳 廣西東興報道）越南發生大規模針對

中資企業的打砸燒的「5．13」暴亂已過一月，本報記者近日實地採訪發

現，作為中越貿易往來重要門戶，東興口岸來往人員較暴亂剛發生時更

少，而赴越遊遲遲未恢復也導致東興旅遊業遭受重創，口岸商舖面臨倒

閉危機，而越南小販生意也遭受巨大損失。

記者18日來到東興口岸商業街，雖是中
午12點，但遊人稀少稍顯冷清，萬福

來珠寶商行的老闆楊女士到下午一點都尚
未開門營業。楊女士說，她的這間商舖開
了12年了，除了2005年中越海上衝突，這
次越南暴亂對營業額的影響已經是最大的
了，她說，頂峰時期她半年就能賺20萬
（人民幣，下同），平時一天的營業額也
有五六千，而現在能賣到兩三千都慶幸。

顧客稀少 商舖瀕倒閉
記者在店舖將近一個小時，只見偶爾有

越南小販過來批發5-10元不等的小商品。
楊女士說，商業街的房租從她剛過來的不
到一千漲到現在的一萬，房租貴加上生意
不景氣，很多近一兩年來開的商舖都準備
倒閉了，而她這一個月的收入連房租都交
不起。面對街上稀稀拉拉的遊客，楊女士
感慨，平時這條街上全是人，尤其是國慶
的時候，我的店舖裡面連轉身的位置都沒
有。雖然對於生意不知道何時能恢復，但
楊女士堅信，自己能支撐過來。
與楊女士的店舖不同，位於東興口岸入
境處的東興桂鴻商行地理位置更為優越，
老闆娘魯女士介紹，她們一家兩年前來口
岸做生意，平時多承接旅遊團的生意，凡
是來這邊的遊客都會買水晶、越南香水。
魯女士說，雖位置優越，但他們房租是對
面商舖的3倍，她說以前一天營業額在兩三
萬左右，現在少了一半以上。隨後記者繞

了一圈該商業街的店舖，大部分裡面空無
一人，而正如楊女士所言，有些店舖為了
省電，連燈都沒有開。

越工人失業 當小販糊口
記者注意到，與以往都是越南婦女不

同，穿梭在口岸的小販多了十幾個青壯
年，芒街人屈寧就是其中一個。屈寧說，
他原本是在工廠打工的，現在無法繼續打
工，只能早上八點過來販賣越南沉香木手
鏈，他說，剛開始賣的時候一天能賣五六
百，但昨天只賣了兩三百，今天到一點都
未有生意。而當記者問到為什麼不繼續在
工廠做工時，屈寧與其夥伴均閉口不談。

赴越遊停辦 旅行社難捱
自中方暫停越南遊以來，東興旅遊業遭

受滑鐵盧，旅行社紛紛推出國內精品路線
望吸引遊客，維持公司運轉。作為東興最
大的旅行社，東興海之旅旅行社的接待人
員唐小姐介紹，以前旅行社主營業務是越
南遊，現在停止赴越已經一個月還未恢復
開通，旅行社只有推出國內遊來提升營業
額，但這個影響是巨大的，不僅是一家旅
行社，而是東興整個旅遊行業。當記者問
到是否知道具體開放時間時，唐小姐稱她
也不清楚，要等上面通知，但現在每天都
有幾十人前來詢問何時開通赴越遊。而當
記者問到營業額具體下降多少時，唐小姐
笑稱員工都快下崗了。

■■商業街玉器商業街玉器、、紅木商行生意冷清紅木商行生意冷清，，部分商舖為了省電將店舖照明燈關閉部分商舖為了省電將店舖照明燈關閉。。 唐琳唐琳攝攝

■越南商販水果攤位大多無人問津。 唐琳攝
■屈寧（右）與他的同伴因無法繼續打工，早上八點從芒街
過來販賣手鏈。 唐琳攝

香港文匯報訊 菲律賓與美國將
於近日在菲舉行「海上戰備訓練
（CARAT）2014」聯合演習。菲
律賓海軍官員昨日強調稱，該演習
和菲律賓與中國之間的爭議無關。
據中新社報道，菲律賓海軍艦隊

發言人羅梅爾．羅德里格斯當天宣
佈，菲律賓與美國兩國海軍計劃派
出約1,000人參加6月26日至7月1
日舉行的「海上戰備訓練聯合演
習」。
據透露，參加這次演習的美國海

軍艦船6月26日將抵達菲律賓北部
三描禮士省的蘇比克灣。
羅德里格斯稱，演習期間，菲美

海軍艦船將在三描禮士省薩帕洛克
岬角西南方向約39海里處的海域舉
行海上射擊訓練，並在該海域開展
海上攔截、登船搜索等項目演練。
羅德里格斯並聲稱，這次演習純

粹是菲美海軍之間的例行海上訓練
活動，和菲律賓與中國的爭議或者
南海爭議無關，「中國不必為這次
演習擔心」。

菲美軍演 稱與華爭議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事局網站昨
日消息稱，6月13
日至8月12日，中
國三處海上鑽井平
台將在南海相關水
域進行鑽井作業，
在明顯處顯示規定
的號燈和號型，要
求航船遠離各平台
1海里以外通過。
海事局網站在航行

警告中公布上述鑽井
平台的作業日期：
「南海四號」鑽井平
台於6月13日至7月
15日在烏石油田作
業，「南海二號」鑽井平台於6月13
日至8月12日在陸豐油田作業，「南
海五號」鑽井平台於6月13日至8月
12日在番禺油田作業。
根據公布的鑽井平台座中心的標

位置顯示，這3個鑽井平台都屬於
廣東海事局管轄範圍。

而中國企業所屬「981」鑽井平
台5月2日在中國南海西沙群島毗
連區內開展鑽探作業開始後，越南
方面出動包括武裝船隻在內的大批
船隻，非法強力干擾中方作業，衝
撞在現場執行護航安全保衛任務的
中國政府公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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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處鑽井平台南海作業受損中資企業至今未獲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在

越南這次暴亂中，包括台商在內的中資企業紛紛
遭殃，廠區被破壞、生產設備被砸、貨物被燒。
據初步統計，此次事件中光胡志明市平陽省就有
460多家當地企業遭暴徒破壞、15家工廠遭縱
火、10輛汽車被燒燬。有廠商稱，至今未獲得任
何賠償，「雖然官方表示有關商可獲減免稅費，
但基本上沒有太多作用。」
越南官方早在5月21日表示，在河靜、平陽、同

奈省反華遊行中受到影響的企業，可以免、減、緩
繳各類稅費並可以得到其他補償。在越南北部從事
紅木生意的聶先生是暴亂時返回國內的，與其他工
廠老闆一樣，他已經回到越南繼續從事紅木生意，
他坦言，越南政府的確發佈過可以減免企業稅費的
通知，但除了這兩項，沒有其他補償。

廠商怨稅費減免作用不大
除了發佈減免稅費的通知，越南政府方面的賠償

態度讓廠商不滿，戚老闆的紅木工廠在此次事件中
遭受了不少損失，雖現在已正常生產，但戚老闆仍
然在為賠償的事宜奔波。戚老闆坦言，政府是出了
可以減免稅費的通告，但這對於損失來說只是很小
的一部分，而且政府沒有給予其他方面的賠償，兩
年的稅費減免基本上沒有起太多作用。
而在越南待了近兩年的張先生原來在一家紅木

廠打工，在事件發生後他也返回國內，雖然事件
逐漸平息，但張先生沒有選擇返回越南，而是前
往浙江台州，「我覺得我還是選擇回到祖國比較
有安全感」，張先生坦言，與他一起打工的同伴
都去了浙江、廣東等地，他也不會考慮再去越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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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中國國際問題
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副主任蘇曉暉撰寫題為《奉勸越南早
回頭》的文章，文章認為國務委員楊潔篪到越南，與越方官
員商談南海局勢，是中國再次給越南提供懸崖勒馬的機會。
文章表示，中國用心良苦，奉勸越南「浪子回頭」。

楊潔篪訪越顯中方誠意
文章指出，在越南強力干擾中國公司在西沙群島海域正常

作業、導致緊張態勢不斷升級之時，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前
往越南，與越方舉行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團長會晤。會
談中，中越雙方均表示對雙邊關係的重視以及管控海上局勢
的意願。一度劍拔弩張的南海局勢稍稍得以緩解。
文章表示，在當前中越關係出現波折、南海局勢敏感緊張

時期，中國高層官員借此平台與越南溝通，足見中方誠意和
善意。
文章指出，中國也是再次給越南提供懸崖勒馬的機會。此

前，中國已多次嚴正聲明，西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不存
在任何爭議，要求越南停止對中方作業的干擾。同時，中國
反對越南將問題擴大化、複雜化、國際化。但越南一意孤
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越能否言行一致待觀察
文章稱，中國用心良苦，奉勸越南「浪子回頭」。但越南

能否與中國相向而行仍是未知。
儘管越方在委員會團長會晤中表示願意遵守兩國領導人就
妥善處理雙邊關係中的敏感問題、避免使之干擾兩黨兩國關
係全局達成的重要共識，但鑒於歷史經驗，越南仍讓人心存
疑慮。此次會晤後，國際社會且看越南能否言行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
中 國 海 軍 參 加 「 環 太 平
洋-2014」演習艦艇，於當地
時間18日下午與美國、新加
坡、文萊等國艦艇組成的多國
特混編隊，在向夏威夷航渡途
中進行編隊訓練隊形變換並實
施航拍。美國導彈驅逐艦霍華
德號和中國海口艦分別派出直
升機對特混編隊進行了航拍。

■中國海軍艦載直升機從海口艦起飛實
施航拍。 新華社

■■包括中美艦艇的多包括中美艦艇的多
國特混編隊進行編隊國特混編隊進行編隊
隊形訓練隊形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環太演習 中美等國艦艇組特混編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