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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菲停止一切挑釁
菲軍方率記者登中業島 稱要擴建機場跑道

中俄地中海聯合軍演前
日剛剛登場，日菲海上聯
演昨日即接踵在南海爭議
區域附近上演。這是巧
合，還是別有用心？密集
軍演的背後，到底誰是正
當演練，誰又在攪渾水推
波助瀾？

近年來，日本和菲律賓等國一直在中國周邊
興風作浪。在東海，日本近年拋起所謂釣魚島
「國有化」風波，並非法抓扣中國漁船船長；
在南海，菲律賓硬闖黃岩島圍堵中國漁船與中
方強硬對峙，並將南海爭議告上國際法庭企圖
魚目混珠，而中國鄰國越南，也多次武力衝擊
中國南海鑽井平台。一連串風波背後，到底誰
是幕後推手？

美遏制中國 日菲當馬前卒
明眼人都知道，近年，世界頭號霸主美國，

正高調「重返」亞太，實施所謂戰略再平衡。
包括美國在內的輿論都普遍認為，美國「重
返」所針對的主要對象，就是不斷崛起的中
國。近些年，正是美國，在南海拉幫結派，暗
地裡鼓動菲律賓等國，挑起矛盾，製造緊張；
而想擺脫二戰束縛的日本，也藉機蠢蠢欲動，
不斷瞄準中國，多次挑釁。

過去幾年間，美國除了在中國周邊海域一輪
接一輪地舉行軍演，向中國大秀肌肉，還高調
宣布，在未來十年內將在亞太的艦隊部署提高
到六成。而日本、菲律賓等自視為和美國一駕
戰車上的馬前卒們，則不斷在釣魚島和南海挑
起事端，並以各種借口增購艦艇和提升軍力，
但同時卻將中國海軍正常的發展渲染為「威
脅」。

但是，今天的中國，顯然早已不是昔日那個
任由列強欺凌的舊中國，不再僅僅是人口和土
地面積上的大國，綜合國力已今非昔比。今日
的中國軍隊，也早已不是當年那懦弱的北洋軍
閥，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中國在海洋權
益等方面面臨的現實威脅，保護中國遍布全球
的正當權益。

中俄海上演習具警示作用
強大起來的中國，顯然不會也不能，縱容美

國和他的小夥伴們，隨便在自己的「後院」裡
撒野。中俄在地中海的聯合軍演，就是對某些
國家在中國「後院」小動作不斷敲響的一次警

鐘。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九月，中俄預料還會再度聯手舉行
一場海上聯合演習，而演習地點就在東海，那裡是距離釣魚
島海域最近的地方。這一切，都是美國逼的。

面對不斷崛起的中國，美國人曾提出G2，宣稱要和中國
「平起平坐」，但是，中國人都知道，那不過是說說而已，中
國也就聽聽罷了。中美在全球，既有廣泛共同利益，亦面臨不
可迴避的博弈。中美彼此需要，太平洋也足夠寬
廣，容得下中美兩國。中國亞投行受熱捧，美國

老牌盟友歐洲集體反水，已經證實，自身面
臨堆積如山難題的美國，已不能太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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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網報道，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卡塔龐
11日率領大批記者，登上菲非法侵佔的中國南

沙群島中業島。據與卡塔龐同行登島的記者描述，
菲律賓在中業島上修建了所謂「卡拉延鎮鎮政府」
辦公樓以及33棟房屋和一條1.3公里長的飛機跑道，
島上還部署了兩台40毫米口徑高射炮。卡塔龐表
示，他這次登島就是為了證明中業島是菲律賓的
「領土」。

菲計劃開發中業島旅遊
卡塔龐當天帶着多家外國媒體駐菲機構記者搭乘菲
軍方一架C130運輸機飛抵中業島。卡塔龐還向記者
們宣稱，中業島的機場跑道很短，增加了飛機起降時
的難度，所以菲律賓有必要對跑道進行擴建。
菲律賓軍方近日一直持續炒作中國南海島礁建設
活動，藉機要求菲國會增撥軍費。卡塔龐稱，菲律
賓軍隊今後將從內部安全任務中抽身出來，轉而應
對「領土防衛」。
中業島一直被外界視作菲律賓侵佔南沙群島的指
揮中心。卡塔龐在島上活動期間還與所謂「卡拉延
鎮鎮長」比圖奧農討論開發旅遊及海產資源等計
劃。比圖奧農透露，菲律賓正在購買船隻，計劃運
送遊客前往中業島，並向中業島運送建築材料，

「一切都在計劃之中」。

中方斥菲破壞規則
對於菲方挑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

示，中國對包括中業島在內的南沙群島擁有無可爭
辯的主權。根據確定菲律賓領土範圍的一系列國際
條約，菲領土從不包括中業島等南沙島礁。中方反
對菲方武力侵佔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並將堅定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華春瑩強調，菲律賓一再違反國際法和《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在南海問題上搬弄是非，並不斷採
取挑釁行動，損害各方互信和地區和平穩定。事實
證明，菲律賓是真正規則破壞者和麻煩製造者。菲
方侵佔中國南沙島礁的企圖只能是徒勞的。中方再
次敦促菲方切實尊重中國領土主權，遵守相關國際
法和《宣言》精神，從非法侵佔的中國南沙島礁上
撤走所有人員和設施，停止一切侵犯中國主權和權
益、影響地區和平穩定的挑釁行動。

日菲南海演習 中國關注
此外，日本和菲律賓兩國昨日在南海爭議海域附

近舉行首次聯合海軍演習。「演習地點離黃岩島不
遠，」一名在日本的消息人士說道。日菲兩國今年1

月簽署協議加強安全合作。菲律賓海軍發言人稱，
長達兩小時的演習將在蘇比克灣附近的菲律賓海域
進行。一艘日本戰艦和一艘菲律賓海軍護衛艦將參
加演習。
對於日菲首次南海聯演，中國外交部昨日表示注

意到有關報道並將予以密切關注。發言人華春瑩
稱，當前，南海局勢總體穩定，希望有關國家尊重
地區國家自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努力，不要到處
渲染緊張，不要做損害地區國家安全互信、影響本
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菲律賓武裝部隊

總參謀長卡塔龐11日率領大批記者，登上菲非法侵佔的

中國南沙群島中業島，以證明中業島是所謂菲「領土」。

中國外交部昨日（12日）重申，根據確定菲律賓領土範圍

的一系列國際條約，菲領土從不包括中業島等南沙島礁。

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搬弄是非並不斷採取挑釁行動，是真

正的規則破壞者和麻煩製造者。中方要求菲方停止一切侵

犯中國主權和權

益、影響地區和平

穩定的挑釁行動。

此外，日菲昨日在

南海舉行首次聯合

軍演，亦引發中方

關切。中方呼籲兩

國勿要渲染緊張，

損害地區國家安全

互信、影響和平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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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於本周一率領大批記者
登上菲律賓侵佔的中國南沙群島中業島。 中新社

外媒稱中國在南沙七島礁填海造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近一年多
來，美菲等國媒體一直在熱炒中國在南沙大規模填
礁造島，內地各大門戶網站論壇討論南沙島礁建設
的氣氛也越來越熱烈。外界和網上傳言，中國目前
正在南沙的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南薰礁、赤
瓜礁、華陽礁和東門礁開建七處人工島，資金投入
可能超過千億。

指工程總投入達500億
美國媒體和網上文章稱，自2014年2月開始，中
國在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華陽礁和東門礁進
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填海造陸，半年時間，五個
總面積超過1平方千米的島嶼，充分顯示了中國的綜
合國力。
美媒稱，美菲兩國多次批評了中國在南海島礁的

填海工程，並再次呼籲中國停工。然而，中國用繼
續建造新島嶼作為回應。今年1月25日和26日，中
國相繼在美濟礁和渚碧礁吹沙建造陸地，至此，中
國大陸在南沙實控七個島礁相繼開工。
此前，中國網絡也出現了一組新的圖片，中國永

暑礁主礁盤已經基本填滿，面積已達大約2.2平方公
里。赤瓜礁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
分析人士指出，如此龐大的填海造陸工程預計總

投入可達500億元人民幣左右，最終目的必然是建造
大型海空軍基地和海警巡邏基地，這將徹底改變中
國在南沙「爭奪」中尷尬的狀態。

傳多個珊瑚礁將成島嶼
內地網上論壇文章稱，中國南海造島大都採取吹沙

填礁造島的方式。採用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成島速度

快，規模大，效率高。據考察南沙礁盤面積近一萬平
方公里，南海則達數萬平方公里，造島潛力十分巨
大。但按照尊重自然，愛護保護自然的原則，最終中
國在南海造島面積不會超過100平方公里。
網上文章稱，目前中國的南沙島礁建設正在進入

最後的收尾完善階段，幾個加速擴建的珊瑚礁正在
變成真正的島嶼。

中業島：中國南沙第三大島
中業島是中國南沙群島中繼永暑礁、太平島後第

三大島。「中業」一名係為紀念1946年國民政府海
軍接收南沙群島主權的軍艦 「中業號」而命名。自
1971年起被菲律賓非法佔領，是菲律賓侵佔南沙群

島的指揮中心，其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基本原則。
中業島古稱鐵峙，位於南海南沙群島中業群礁中部，扼鐵峙水

道之西，面積約0.33平方公里，高3.4米，是南沙群島第三大島。
1956年，台灣當局先後派遣艦隊巡查南海諸島，在包括中業島

在內的南沙群島許多島嶼上舉行升旗儀式，隨後將南海諸島編為
南海守備區，派遣海軍陸戰隊駐守太平島與中業島加以守護。但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時，島上駐守的國民黨部隊撤離後，該島隨即
被菲律賓乘勢非法佔據。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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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日菲律賓官員稱，菲律賓
計劃將中國南海一些「有主權爭議」的島
嶼變成旅遊景點。

■2014年3月30日，菲律賓外長發表聲明
稱，已正式向國際仲裁庭提起訴狀，要求
法庭就其「有關中國侵犯菲律賓領土主
權」問題進行仲裁。

■2014年3月29日，菲律賓向中菲爭議領
域仁愛礁派出一艘公務船，為其「擱淺」
在淺灘上的登陸艦提供補給。

■2014年2月25日下午，菲律賓軍方發言
人宣布，菲軍已把黃岩島置於西部軍區管
轄下，並宣稱「當時機到來時」，菲軍將

對中國進行軍事回應。
■2014年2月5日，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
在《紐約時報》專訪中將中菲南海爭議同
二戰歷史相提並論。

■2013年1月，菲律賓向聯合國海洋法法庭
提交一份南海主權仲裁聲明。

■2012年4月10日，在黃岩島附近作業的12
艘漁船被菲律賓軍艦非法襲擾。菲方士兵上
船對漁船進行檢查並欲抓扣中國漁民。

■2009年3月10日菲律賓總統阿羅約不顧
中國的反對，正式簽署「領海基線法」，
將中國的黃岩島和南沙的部分島礁劃入菲
領土。 記者 葛沖 整理報道

菲律賓近年在南海挑釁事件一覽表

■挖泥船
在赤瓜礁
吹 沙 填
海。
網上圖片

■■中國外交部指出中國外交部指出，，根據一系列國際條約根據一系列國際條約，，菲律賓領土菲律賓領土
從不包括中業島等南沙島礁從不包括中業島等南沙島礁。。圖為中業島圖為中業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在全面深化改革關鍵之年，中國政府
再次發出「向自身權力開刀」的簡政放權「動員令」。

承諾再砍掉一批行政審批
據新華社報道，在12日國務院召開的推進簡政放權
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強調，要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深
化行政體制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
據了解，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部門到事業單位的
副處以上各級官員，聆聽了總理的這堂為時一個多小

時的轉變政府職能「公開課」。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燕繼榮說，總理直接面

對基層工作人員「喊話」，釋放了中央簡政放權、推
進行政改革的堅定決心。採用「公開課」的形式，省
去了中間傳達的環節，讓動員直接到達幹部隊伍的最
基層，成效更為顯著。
此次李克強承諾，再砍掉一批行政審批和核准項目、

一批審批仲介事項、一批企業登記註冊和辦事關卡、一
批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的收費和各種行政管理中的繁文
縟節，年內實現「三證合一」「一照一碼」。

這是自201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後，李克強第三次出
席電視電話會議並發表公開講話。前兩次分別於2013
年5月和11月召開，主題為「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
和「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三次公開「喊
話」，都與簡政放權有關。

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
事實上，本屆政府成立伊始，開門辦的第一件事就

是「向自身權力開刀」，大力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轉
變政府職能，實行簡政放權、放管結合。

「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李克強指出，必須增
強法治、公平、責任意識，搞好事中事後監管。運用
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創新監管。建立統
一監管平台，推進綜合執法，推廣隨機抽查，做到公
開透明，壓縮權力尋租空間。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偉認為，簡政放權最關鍵的內

涵是改變管理方式，這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需要
由淺入深、先易後難。而要確保政策落到實處，就要
完善監督機制和投訴機制，數管齊下徹底打通「中梗
阻」和「最後一公里」。

李克強「面對面」動員幹部簡政放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