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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航母戰鬥群南海挑釁 製造緊張局勢

軍方誓保國家安全
解放軍將領言論摘要
中部戰區司令員韓衛國：美國人說中國
在南海搞「軍事化」，實際上真正在南海
地區搞軍事化的是美國人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據美國
媒體報道，美國海軍「斯坦尼斯」 號 航 母 戰 鬥
群近日駛入南海「爭議水域」，美軍海鷹直升

海軍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孫來沈：對於對
中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行為，中國軍隊
都會採取應對措施，不管是任何國家。

機海上作戰中隊亦在南海進行常規飛行訓練，
中國派出電子偵察船抵近監視，中美海軍多艘
軍艦在南海對峙。對於美方在南海的挑釁行

外媒：軍費增長符經濟現狀

動，在京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解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際在線報道，十二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於前日（4 日）舉行
的發佈會上，大會發言人傅瑩在回答外國
媒體記者的提問時表示，中國今年軍費預
算保持增長，但增幅比前幾年要低，是在
7%-8%之間。這一數字顯然低於不少外媒
的預期。對此，一些外媒評論，軍費降低
是中國軍隊改革的結果，軍費漲多漲少，
完全是基於中國國防建設的需要。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4 日發文稱，中
國今年個位數的軍費增長幅度符合中國目
前的經濟現狀。文章援引美軍退役中校、
《今日中國軍隊》（The Chinese Army
Today）一書的作者丹尼斯．布萊斯克的
觀點表示，較低的軍費增長幅度讓中國可
以避免陷入前蘇聯的困境，不會讓過高的
軍事支出拖累國民經濟增長。「在過去20
年中，中國軍費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一直
不高，」布萊斯克表示，「中國政府早就
意識到了，不是單純的『砸錢』就可以實
現軍隊現代化。」

軍高級將領向本報表示，不管任何國家，只要對
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國軍隊一定會採取應
對措施。中國國防部亦強調，中方致力於維護本
地區的和平穩定。
3 月 4 日報道，美國海軍「斯坦
據美國「防務新聞」網站
尼斯」號航母戰鬥群已在 3 月 1 日駛入南海「爭議水

域」。這是美方對局勢緊張的南海地區最新的一次「力量展
示」，將對中國和本地區其它國家釋放明顯信號。

美媒：多艘華艦抵近監視
美媒稱，該航母戰鬥群包括「斯坦尼斯」號核動力航母，
兩艘巡洋艦「安提塔姆」和「莫比爾灣」號，兩艘驅逐艦
「鍾雲」號和「斯托克代爾」號以及第七艦隊旗艦「藍嶺」
號指揮艦。文章稱，此舉是亞太緊張局勢的最新反應，美國
聲稱中國將南海軍事化以保衛「過分」的領土要求。
針對美國軍方在南海的上述挑釁行為，中部戰區司令員韓
衛國中將向本報回應指出，美國人說中國在南海搞「軍事
化」，實際上真正在南海地區搞軍事化的是美國人自己。
那麼，中國將具體採取哪些措施應對美方挑釁呢？韓衛國
中將說，「中國軍隊要按照國家的意志，履行自己的職能，
說到具體行動的話，要聽（上級）指揮。」他強調，現在國
家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美國航母戰隊闖入南海，解放軍人大代表、海軍東海
艦隊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航空兵司令員孫來沈將軍向本報指
出，維護國家安全是軍隊的神聖職責，對於對中國國家安全
構成的威脅行為，中國軍隊都會採取應對措施，不管是任何
國家。
據美國海軍網報道，美軍海鷹直升機海上作戰中隊目前在
南海，進行常規飛行訓練。網上相關畫面顯示，中國 851 電
子偵察船抵近監視駛入南海的美海軍「斯坦尼斯」號航母編
隊。此外，美國多家媒體報道，多艘中國軍艦抵近監視進入
南海的美國海軍航母戰鬥群。一名美國軍官稱，看到很多中
國船隻在我們周圍，從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中方致力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中國國防部新聞局 4 日晚應詢向《環球時報》表示，「我
們注意到有關報道。中方致力於維護本地區的和平穩定，對
有關國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搞力量展示，製造南海軍
事化的行動表示關切，這些行動是導致南海地區局勢緊張的
根源。」
近年，中國海軍已經列裝了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
中國軍方日前證實，有關部門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後，啟
動了第二艘航空母艦研製工作，該航母完全由中國自主設
計，排水量 5 萬噸，搭載殲-15 戰鬥機。至於第二艘航母研製
的最新進展，韓衛國中將表示，關於國防的建設，國家都會
有相應的安排。

■解放軍代表步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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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政協
體育組會議現
場，委員們在討
論冬奧會將在家
門口召開，中國
■姚明
企業應積極進軍
記者江鑫嫻 攝
滑雪產業的問題
時，全國政協委員姚明笑稱，「我
之前與家人去滑雪沒滑成，因為
『碼子』太大，沒有合適的雪
具。」在一片笑聲中，有委員提
議，中國企業到了進軍冰雪產業的
時候，為冬奧服務從幫姚明定製裝
備開始。
當全國政協委員、山東泰山體育
產業集團董事長卞志良介紹如何將
民族的體育產業全面推向全世界的
情況之後，現場其他委員紛紛提出
滑雪產業鮮有中國企業進駐。有委
員說，「冬奧會馬上要在家門口開
了，民族企業也應跟進滑雪產品的
研發生產，不要讓外國產品壟
斷。」

體現反腐成果

路透社 4 日評論稱，中國軍費增幅下降
不僅與經濟現狀相關，另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是習近平政府「反腐戰役」的成功。隨
着中國軍隊中「老虎」和「蒼蠅」的相繼
落馬，大量軍費不再被人貪污，這意味着
軍隊可以更加高效地運用這些資金，來更
好地實現軍隊的現代化。

■東海艦隊
副司令員兼
東海艦隊航
空兵司令員
孫來沈。
孫來沈
。
記者葛沖 攝

■解放軍中
部戰區司令
員韓衛國。
員韓衛國
。
記者葛沖 攝

中部戰區司令：圍繞打仗搞訓練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昨日上午在京開幕，軍改後
́ᒒ
的解放軍將領，紛紛佩戴新
臂章，以新職務參會，其中
被外界稱為戰區主官最大「黑馬」的韓衛國，首
次以中部戰區司令員身份亮相於人民大會堂東門
外。
本報記者在大會堂東門外意外「逮」到身材高
大、步伐矯健的韓衛國中將，看到他胳臂上佩戴
着寫有「中部戰區」字樣的臂章，肩上扛着兩顆
閃閃的將星。當記者趨前向他提問時，他先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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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苦無合適雪具
激發中企拓冰雪產業
ݣ

新華社

談及中國體育改革時，姚明表
示，中國體育改革亟需管辦分離，
管理部門和辦理部門要很明確地劃
分職責，推向市場化。
姚明表示，隨着人民生活的不斷
豐富，人們對體育的關注，不再局
限於奧運會、世錦賽等專業賽事
上，更多人親身參與到馬拉松等社
會賽事。群眾的參與熱、需求高對
中國的體育管理提出了更高需求。
姚明指出，體育改革的關鍵在於
跨出去，而不是停留在原地空想。
中國體育改革亟需管辦分離，管理
部門和辦理部門要很明確地劃分職
責，推向市場化，「中國體育迎來
了最好的時代，因為改革是有時機
的，如果不抓緊的話，過了也就過
了。所以，我們要抓緊調研、研究
改革。」
■記者 江鑫嫻、張聰 兩會報道

抓好部隊正規化建設
「戰區成立後最主要的任務是什麼？」剛剛出
任中部戰區司令員一個來月的韓衛國說，戰區成
立後「主要圍繞打仗搞訓練」，要「抓好部隊的
正規化建設」。他稱，此次軍改是中國軍隊的一
項重大改革，對於加強中國軍隊建設，增強國防
力量都非常有好處。他說，我們軍隊堅決擁護此

次軍改，支持把改革搞好。
上月初，解放軍由七大軍區重新調整劃設為五
大戰區，韓衛國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升任中部戰區
司令員，他是唯一一位從軍區副司令崗位上擢升
為新戰區司令的主官，也是五大戰區中最年輕的
主官，年僅 60 歲。據報道，此次軍改中，其它戰
區司令皆為異地就任，只有韓衛國留在原駐地北
京任職。
有分析稱，韓衛國長於行伍，能征善戰。他將
領導中部戰區肩負起拱衛首都、支援其它戰區的
重任。
■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

趙洪祝警告貪腐者：外國非藏身地

隨着這一話題，姚明述說了自己
因沒有合適的雪具無法體驗滑雪的苦
惱。卞志良隨即表示，自己的企業有
進軍冰雪產業的打算，可以為其定製
雪具。引來現場「讚」聲一片。

籲體改管辦分離

了記者是哪家媒體，才開始一邊走一邊答，從軍
改到裁軍，再到南海問題，他一個問題也沒有迴
避。

■趙洪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趙洪
祝昨日在北京表示，中共反腐敗是堅
定不移的，是零容忍，國外不能成為
腐敗分子避罪的天堂。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趙洪祝當天下
午參加了福建代表團全體會議。這
位中紀委副書記每次出席十二屆全
國人大福建代表團全體會議都要談
資料圖片 黨風廉政建設。

趙洪祝說，我們開展了追逃追贓的
工作，這些年來追回外逃人員 1,200多
個，追回贓款 30 多億元人民幣。去
年，開展了對「百名紅通人員」的追
逃工作，共追回 18 人，今年以來又追
回了數人。他警告腐敗犯罪分子外國
不是藏身之地，要回國投案自首。

繼續「打虎拍蠅」
趙洪祝說，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

黨，要把加強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
黨貫穿於「十三五」規劃，貫穿於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
他說，全面從嚴治黨也是多方面
的，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
建設、紀律建設，重要的是要加強
黨風廉政建設，堅持不懈開展反腐
敗鬥爭。
趙洪祝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鐵
有痕的精神，「老虎」「蒼蠅」一起
打。不管是什麼人，只要違反了黨紀
國法，都要嚴懲不貸。他稱，現在，
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

委員籲加強耕地管理立法

席 地 閱 文
■昨日，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內領到相關文件後立即
抓緊時間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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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
建麗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
委員姚一萍昨
日表示，國家
應加強對耕地
質量管理的立
法工作，強化
■姚一萍 資料圖片
農業新技術的
推廣應用，保證中國糧食生產持續
穩定發展。
姚一萍說：「中國耕地數量不
足、質量不高，一直制約着糧食生
產的可持續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
全必須要在穩定耕地數量的基礎

上，大力提高耕地質量，這樣才能
有效解決中國糧食生產長期面臨的
資源和環境壓力。」
姚一萍認為，應在國家層面積極
推進耕地質量管理立法，防止有毒
有害物質進入耕地，實現耕地依法
管理、依法建設和依法使用。應集
中力量，統籌實施包括提高土壤肥
力、排除障礙因素、提高抗災能力
與改善環境條件在內的高產穩產基
本農田建設，從而提高建設效果。
還應盡快啟動提升耕地質量綜合技
術專項研究，創新現代化耕地培肥
施肥與退化耕地修復技術模式，使
耕地酸化、鹽漬化、污染等問題得
到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