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南海角力中美南海角力 華籲增信釋疑華籲增信釋疑
香格里拉對話會獅城開幕 美防長登P-8巡邏機「秀肌肉」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綜合中通社、、新華社新華社、、聯合早報網聯合早報網、、中央社報道中央社報道：：第十第十

五屆五屆「「香格里拉對話會香格里拉對話會」」昨日在新加坡開幕昨日在新加坡開幕，，中美南海議題交鋒預料成討中美南海議題交鋒預料成討

論焦點論焦點。。中方在會前釋出信息中方在會前釋出信息，，表示中國希望借此平台增信釋表示中國希望借此平台增信釋

疑疑，，不過美國卻利用會議平台繼續不過美國卻利用會議平台繼續「「秀肌肉秀肌肉」，」，與會的防長卡特與會的防長卡特

昨日登上部署於新加坡昨日登上部署於新加坡、、專門用於專門用於「「巡弋南海巡弋南海」」的的P-P-88反潛巡邏反潛巡邏

機機，，令外界嗅到了一股硝令外界嗅到了一股硝

煙味煙味。。 香格里拉對話香格里拉對話焦焦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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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關注中美交鋒
英國BBC：預計美國防長卡特或會再次發表強

硬言論。卡特在出訪新加坡之前還曾提及中國黑客
盜取美國企業信息系統資料的問題。

新加坡《海峽時報》：刊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
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周波的文章，指近年來香格里拉
論壇的激烈交鋒，實際上產生了誤導，外界相信中
美關係非常脆弱或者正在惡化，兩國攤牌不可避
免。周波指責美國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大聲刺耳
的言論是沒有幫助的，這只能讓人們相信兩國陷入
了修昔底德陷阱，而這正是兩國希望避免的」。他
認為，相信中美必然攤牌肯定是錯誤的，讓人們相
信事情正在攤牌方向進行，也是危險的。

新加坡新加坡《《聯合早報聯合早報》：》：儘管局勢不見緩和的南中儘管局勢不見緩和的南中
國海糾紛國海糾紛，，無疑會是這項常年亞洲安全大會的討論無疑會是這項常年亞洲安全大會的討論
重點重點，，近年勢力日益擴張的恐怖主義等相關課題預近年勢力日益擴張的恐怖主義等相關課題預
料仍將引起各國代表的高度關注料仍將引起各國代表的高度關注。。……今年有四國……今年有四國
首次派代表參與會議首次派代表參與會議，，它們是意大利它們是意大利、、科威特科威特、、摩摩
洛哥和土耳其洛哥和土耳其。。土耳其代表預料會在會上同各國與土耳其代表預料會在會上同各國與
會者分享土耳其境內反恐經驗會者分享土耳其境內反恐經驗。。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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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打照面不會見
孫建國和卡特在新加

坡的行程，無疑是各界
最關注的焦點。在2015
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
上，孫建國與 13 個國

家和國際組織的防務部門以及軍隊的
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談，但是，中美
的雙邊會談並未舉行，孫建國只是與
卡特握手寒暄。按照目前雙方已經公
開的行程來看，未見官方會晤安排，
預料將延續去年 「打個照面」的行
程。

孫會見澳印防長爭支持
根據媒體報道，會議期間，孫建國

將主要與俄羅斯、新加坡、新西蘭、
澳洲、泰國、越南等十多個亞太國家

的防務部門和軍隊領導人舉行雙邊會
見，就發展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
題交換意見。抵星當日，孫建國就分
別與澳洲國防軍司令、印尼國防部長
進行會面，在兩個場合都就南海問題
深入交換了意見，為中國爭取更多的
言論支持。

卡特會韓日防長談朝核
卡特的行程同樣安排得緊湊。3日先

行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國防部長黃
永宏會晤，4日還將與韓國防長、日本
防長舉行三方會談，就朝鮮核問題的
應對方案進行討論。媒體報道稱，卡
特並將「與亞太地區的多國防長進行
雙邊會談」。

■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報道

菲律賓候任總
統杜特爾特2日表
示，不會放棄與中
國有主權爭議的黃
岩島的權利。杜特
爾特前日與中國駐
菲大使趙鑒華會面
後表示，雙方未有
討論南海爭議，因
為菲律賓正等待海
牙國際仲裁法院的
判決，菲律賓不
會放棄對南海黃
岩島的權利。杜
特爾特較早前曾
表示有仲裁結果
後，將據此跟北
京展開對話。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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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2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一會議上
表示，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是有
力的，各國如果低估中國關於
南海主權的合法性並因此低估
中國的決心，將是一個十分嚴
重的錯誤。他指出，中國對南
海爭議水域的主張可以追溯到
清朝時期。而在中國繪製出
「九段線」時其他國家並未提
出異議。如今，沒有國家希望
與中國為敵，那將是他們重大
的損失。然而如果美國過多參
與到這一地區的事務中，東盟
只能是任人擺佈的一枚棋子
了。他認為東南亞國家團結起
來，才有可能參與到大國博弈
中，而非直接受制於人。

■新加坡《海峽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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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東部艦隊所屬的4艘
軍艦2日在南海北部會合，
將到太平洋與美國、日本
艦隊一同參與「馬拉巴
爾」（Malabar）海上聯合
軍演。這是自 2014 年以
來，印度軍艦第2次參加沖
繩海域的演習。這項行動
被認為是向中國「秀肌
肉」，牽制中國在包括釣
魚島在內的東海一帶的活
動，並釋放印度海軍東部
艦隊未來將部署到南海的
信號。不過，印度海軍聲
稱，把東部艦隊部署到
「爭議水域」是一種良性
外交行動，目的在加強與
亞洲各國的友好關係。

■台灣東森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
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日就太平島
有關問題答記者問。她表示，太平島是
島，菲律賓方面試圖將太平島定性為
「岩礁」，暴露出其提起仲裁的目的是
企圖否定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及相關
海洋權益，這是違反國際法的，完全不
能接受的。
華春瑩強調，中國對包括太平島在內
的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
的主權。中國南沙群島作為整體，擁有
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歷史上，
中國漁民曾常年居住在太平島上，進行

捕撈、挖井汲水、墾荒種植、蓋房建
廟、飼養禽畜等生產生活活動。對此，
中國漁民世代傳承下來的「更路薄」，
以及上世紀30年代前許多西方航海志都
有明確記載。
華春瑩表示，中國人民在太平島的生

產生活實踐已充分證明，太平島是島，
完全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
活。菲律賓試圖將太平島定性為「岩
礁」，暴露出其提起仲裁的目的是企圖
否定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及相關海洋
權益，這是違反國際法的，完全不能接
受的。

菲宣稱太平島為「礁」
中方：違反國際法

本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有超過20多
國的國防部長出席，由中央軍

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孫建國領銜
的中國代表團於2日抵達。這是這位
中國海軍上將第二次率團參加「香
會」。

外媒稱兩國力爭國際支持
一年前，在同一場合，孫建國發

表公開演講，駁斥此前一天美國防
長卡特對中方南海填海造地的點名
批評。而今年，會議依舊安排卡特
在他前一天講話，這似乎很符合國
際媒體需求——卡特上周剛批評中
國在南海的舉動「構築自我孤立的
長城」，記者們在等着聽平日沒有
美國人般愛說話的中國軍人今年會
如何作答。
基於同樣心理，對話會還沒開，
一些愛挑事的西方媒體已把「南海
緊張局勢」描繪成本次對話會的
「首要議題」，路透社稱，會議是
「中美在南海問題上尋求國際支持
的最後機會」。
據《環球時報》報道，中方代表

團一位匿名人士2日告訴該報說，此
行將向國際社會「講好解放軍故
事」。中國國防部同日發佈另一則
頗具深意的消息：海軍將派艦艇參
加由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
2016」演習。

孫建國闡述解決衝突倡議
事實上，參會的中國代表團成
員、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3日在
記者會上表明，中國希望借此平
台，與參會各方就地區安全問題交
換看法，增信釋疑。中國參加本次
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主要目的在於，
宣介中方關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
體、具有亞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
的重大理念，介紹中國軍隊為維護

世界與亞太地區和平、安全、穩定
所作的貢獻，闡釋中方在國際和地
區安全問題上的立場看法。
楊宇軍表示，香格里拉對話會是關

於地區安全問題的對話交流平台，中
國希望能借此平台與參會各方就地區
安全問題交換看法，增進信任。他
說，近年來中國軍隊積極參加聯合國
維和行動、遠海護航、人道主義救援
等，中國希望通過實際作為，為促進
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
安全發揮應有作用。
新華社報道引述楊宇軍披露，5

日，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
孫建國將在第四次全體會議上作題
為《衝突解決工作面臨的挑戰》的
發言並回答與會代表提問，重點就
加強亞太安全合作、推進地區安全
治理闡述中方政策理念和實踐作
為，提出有關倡議主張。

卡特強調不針對任何一方
卡特3日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

共同登上P-8反潛巡邏機。美星兩國
於2015年底簽署聯合聲明，巡邏機
首度部署新加坡，外界多認為這是
為了回應日漸複雜的南海情勢。
美方定期派遣P-8反潛巡邏機巡弋

南海，中方對美方的行動感到不
滿。卡特在專機上向隨行記者聲
稱，情勢有重大發展，這是建設區
域基礎安全的網絡，但並非針對任
何一方，也不是為了隔離任何一
方。
香格里拉對話會的正式名稱為亞

洲安全峰會，是由總部設在倫敦的
智囊機構——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主辦的多邊論壇，因其每年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舉辦得
名。亞太各國國防部長、軍事首長
和國防專家共聚一堂，討論區域安
全議題。

本屆主要議題
■■ 南海問題南海問題

■ 朝鮮半島局勢

■■ 打擊恐怖主義打擊恐怖主義

■ 軍力發展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新社中新社

■卡特與黃永
宏一同搭乘美
軍部署在新加
坡的P-8反潛
巡邏機飛越馬
六甲海峽。

路透社

■■孫建國孫建國（（左二左二））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主題演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主題演
講及開幕晚宴期間同卡特講及開幕晚宴期間同卡特（（右二右二））交談交談。。 新華社新華社

■■孫建國會見新加坡防長黃永宏孫建國會見新加坡防長黃永宏。。 新華社新華社

■■西沙永興島是中國南海諸島中最大的島嶼西沙永興島是中國南海諸島中最大的島嶼。。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軍偵察機近年屢次抵近中國南海進行美軍偵察機近年屢次抵近中國南海進行
偵察活動偵察活動，，中方軍機依法依規進行跟蹤監中方軍機依法依規進行跟蹤監
視視。。左圖為解放軍殲左圖為解放軍殲--1111戰機戰機。。上圖為美上圖為美
軍軍P-P-88「「海神海神」」反潛巡邏機反潛巡邏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