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防部：是中國的寸土必保
仲裁庭將「裁決」菲案 美艦現南海圖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應菲律賓單方面請

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表示本月12日將公佈所謂最終裁

決。裁決尚未公佈，一些國家已開始急匆匆挑事，先是炒作

中國構建「自我孤立的長城」，又出動軍艦航行南海欲向中

方施壓。對此，中國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吳謙

昨日在國防部例會上強硬表態，不是中國的我們一分不要，

該是中國的我們寸土必保。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亦在

第一時間回應，仲裁庭對本案及有關事項無管轄權，不應進

行審理並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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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庭前日深夜宣佈7月12日公
佈最終裁決結果，洪磊第一時間發

表講話重申，仲裁庭對本案及有關事項無
管轄權，不應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他
說，菲律賓單方面提出南海仲裁案違反國
際法，仲裁庭建立在菲律賓非法行為和訴
求基礎上，對有關事項不具有管轄權。仲
裁庭不顧中菲已選擇通過談判協商方式解
決爭端的事實，無視菲律賓所提仲裁事項
的實質是領土主權問題的事實，規避中方
根據《公約》規定作出的排除性聲明，自
行擴權和越權，強行對有關事項進行審
理，損害締約國享有的自主選擇爭端解決
方式的權利，破壞《公約》爭端解決體系
的完整性。

美艦頻到南海是想炫耀武力
南海仲裁案宣佈結果在即，美軍向南海
派出三艘宙斯盾導彈驅逐艦，對中國南海
島礁或演習活動進行偵察監視。輿論認為
美國此舉是針對南海仲裁案對中國施壓，
目的是使南海問題升溫。吳謙對此回應，
美方動向皆在國防部掌握中，他說，美國
艦機頻頻到南海來，無非就是想炫耀武
力，干擾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決心
與意志。美方此舉是在南海搞軍事化，威
脅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位上校繼而表
示，美方這是打錯了算盤，「中國軍隊歷
來『不怕鬼、不信邪』，不是中國的我們
一分不要，該是中國的我們寸土必保，這
是中國意志和能力的必然選擇。」
美國防長卡特近日也在多個場合對中國
在亞太特別是南海的行為表達關切，他認
為中國正在構建「自我孤立的長城」，提
出應該構建「基於原則的安全體系」。吳
謙對此言論逐一回應，關於「長城」，讀
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長城本身就是防
禦性的體現，它擋住的是侵略者的鐵蹄，
而不是友好的使者與自由的貿易。關於
「孤立」，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
念，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指美圖孤立中國是枉費心機
吳謙說，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國
家表態支持中國的立場。是非自有公論，

公道自在人心。個別國家代表不了整個國
際社會。如果有人誣陷「中國自我孤
立」，企圖以此來孤立中國，那只能是枉
費心機。
「關於『原則』，我不知道美方所談的
『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國際準則，
還是那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利己主義
原則。」吳謙說，眾所周知，《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已經生效了20多年，美國至今都
沒有批准，卻還在強行推進所謂的「航行自
由計劃」，對許多沿海國家進行挑釁和威
脅。這位發言人強調，美方的這種「原則」
是其霸權主義的體現，其構築的只能是排他
性的安全體系，這與國際準則相悖，我們堅
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
道）吳謙昨日在新聞例會上宣佈中國
軍方近期系列活動，包括第七屆香山
論壇將於10月在北京舉辦，中國軍隊
將組隊參加由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聯
合主辦的國際軍事系列比賽、參加今
年9月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的聯合反
恐軍事演習等。
吳謙透露，上合組織成員國軍隊將

於今年9月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聯合
反恐軍事演習。此前，雙方已經舉行
了3輪專家組磋商，初步商定了演習
方案。根據方案，各方將分別派陸
軍、空軍力量參演，總兵力約1,100
人。

艦隊抵夏威夷參加環太軍演
7月30日至8月13日，中國解放軍

還將組隊參加由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
聯合主辦的國際軍事系列比賽。陸海
空軍共派出官兵1,070人，各型車輛裝
備154台、護衛艦1艘、殲轟7A飛機2

架。此次比賽包括「坦克兩項」、
「蘇沃洛夫突擊」、「裝甲汽車能
手」、「海洋之杯」、「航空飛鏢」
等多個項目。
此外，「環太2016」聯合軍事演習

即將開幕，中國海軍153艦艇編隊已於
當地時間6月29日抵達美國夏威夷。
下一步，中方將參加「環太」演習港
岸階段的相關活動，7月12日起，153
編隊將按計劃於夏威夷附近海域參加
海上實施階段的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和中新社報
道，多名拉丁美洲國家人士前日在北京表
示，南海問題應通過雙邊對話方式實現和平
解決，域外國家不應過多干涉。另外，德國
最權威的外交政策與安全政策研究機構之
一——黑森和平與衝突研究基金會（HS-
FK）萊布尼茨研究所董事、南海問題專家克
羅伊策昨日接受專訪時表示，南海仲裁案的
背後實際上是美國的利益考量和操弄。他不
認同菲律賓採取的做法，「菲律賓的出發點
就不是為了解決爭端，其所採取的策略注定
是行不通的」。
厄瓜多爾高等教育部部長拉米雷斯表示，

南海爭端需要當事國通過直接對話和平解
決，這是解決地區領土領海爭端的唯一方
式。智利馬約爾大學教授哈拉指出，域外國
家應充分尊重當事國通過雙邊對話解決相關
問題，不應干涉其他國家的雙邊領土糾紛。
烏拉圭廣泛陣線執行秘書處成員帕迪尼亞斯
認為，域外國家對南海爭端的歷史沿革和現
實情況並不了解，對該問題的干預毫無道
理。
玻利維亞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學者貝爾加拉

說，中國是最早對南海實行管理的國家，我
們應該尊重歷史。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有
權利對南海島礁行使主權。

德學者：仲裁是美利益考量
另外，德國南海問題專家克羅伊策認為，

在這一地區存在兩種層面的分歧，即中菲圍
繞領土主權問題和中美圍繞「南海航行自
由」問題的分歧，「現在由於美國要在亞洲
地區維持一種軍事上的霸權，就需要暢通無
阻的軍事投射能力，這是美國自身利益所
在，因此這兩個層面的分歧被攪和在一起
了。」他認為，從不同的層面考慮，仲裁都
難以對解決問題起到實際作用。從長期來
看，有利於解決領土主權問題的方法還是有
關國家重新回到雙邊或多邊談判桌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軍情觀察者網消息，中國政府多次鄭重聲明，菲律賓單方面提出仲
裁違背國際法，仲裁庭對此案沒有管轄權。無論仲裁庭作出什麼裁決，都是非法無效
的，中國不承認，不接受。
長期在菲律賓外交部從事海洋工作的菲律賓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書長阿爾韋托．埃
恩科米恩達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阿基諾政府時期的外交部稱，中菲進行
了數十次談判但未能解決爭端，只得提起仲裁。這是外交部在撒謊，因為當年正是他
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對來龍去脈很清楚，中方一直試圖與菲方談判，但菲方一直沒有
回應。
菲律賓《旗幟報》專欄作家羅德．卡普南刊文說，阿基諾政府決定將南海問題提交仲
裁庭，把菲律賓送上一條不歸路，菲律賓因此喪失了與中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分歧的渠
道。阿基諾政府沒有認識到，只要保持談判渠道的暢通，彌合分歧的可能性就會存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最近有網絡消息稱，中
國軍人工資將會再次調整，調整後團級幹部月薪將達到2萬元，
師級幹部達到3萬元。對此，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昨日回應，
部分媒體和網上傳播的加薪方案並不屬實。他說，軍人的工資調
整歷來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軍隊建設需要和國家有關政策進行
的，並與地方人員收入增長相適應。

在昨日例會上，吳謙還透露，中國解放軍在軍改中最新組建的
火箭軍7月1日起換發新式禮（常）服，這次換發的火箭軍新式禮
（常）服，顏色服飾更具軍種性，墨綠色以火箭軍主戰裝備顏色
為基礎，卡其色以導彈點火騰飛時噴出的烈焰為基礎。他特別強
調，為避免浪費，火箭軍庫存的陸軍制式禮（常）服，將調整給
陸軍部隊使用。

軍方否認師級幹部加薪至3萬

火 箭 軍 新

中方回應要點
■ 仲裁庭對本案及有關事項無管
轄權，不應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

■ 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菲律
賓提出的仲裁擁有充分的國際法依
據。

■ 中國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提
出的仲裁，中國政府多次重申這一
立場。

■ 菲律賓單方面提出南海仲裁案
違反國際法。

■ 在領土問題和海域劃界爭議
上，中國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爭端解
決方式，不接受任何強加於中國的
爭端解決方案。

■ 中國堅持與直接有關當事國在
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
法，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南海有關爭
議。

■ 中國軍隊歷來「不怕鬼、不信
邪」，不是中國的我們一分不要，
該是中國的我們寸土必保。

■ 有人誣陷「中國自我孤立」，
企圖以此來孤立中國，那只能是枉
費心機。

■ 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國
家表態支持中國的立場。

■ 中國軍隊有決心、有能力維護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整理：記者 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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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前外交官談仲裁案：我們撒謊了

上合9月舉行聯合反恐演習

■■美國艦機頻頻到南海美國艦機頻頻到南海
來炫耀武力來炫耀武力。。圖為中國圖為中國
蘭州艦跟蹤蘭州艦跟蹤、、監視監視、、警警
告闖入南海的美國軍告闖入南海的美國軍
艦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海軍參加「環太2016」演習艦艇
編隊抵達美國夏威夷珍珠港。 新華社

■■火箭軍部隊今日換發新式禮火箭軍部隊今日換發新式禮
（（常常））服服。。圖為火箭軍某團通圖為火箭軍某團通
信營女兵相互整理軍容信營女兵相互整理軍容。。

中新社中新社

裝

■■國防部新聞局副國防部新聞局副
局長局長、、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
吳謙吳謙。。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據
路透社報道，印尼總統前日下令，要求擴大
在納土納群島附近水域的海上石油勘探以及
商業捕魚活動。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李
金明向本報指出，印尼此舉旨在配合所謂南
海仲裁案製造麻煩，納土納群島主權屬於印
尼，中方對此一直沒有異議，但與此同時，
雙方在南海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權益主張重疊
問題，印尼不能單方面在該海域採取行動，
否則恐易引發紛爭。
環球網昨日引述外電指，在內閣會議前，

印尼總統佐科就該水域的發展進行了討論。
他表示，納土納群島周圍有16片區塊，僅5
片區塊有產出，「我們想加快進度，將這些
區塊投入生產階段」。東納土納氣田被認為
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未開發天然氣儲量的氣
田之一。報道稱，印尼政府同時希望能夠在
納土納群島發展捕魚業。
6月28日，印尼國會批准今年國防預算增

加到82.5億美元，比1月份通過的預算案軍
費開支增加近10%。南海納土納群島軍事設
施升級和擴建是新增撥款項目之一。

李金明表示，有關海域天然氣等蘊藏豐
富，亦是中國漁民傳統捕魚區，印尼最近在
該海域打傷中國漁民，目前又作出上述表
示，應該與菲律賓提出的所謂南海仲裁案將
公佈結果有關，納土納群島附近印尼主張權
益的海域與中方斷續線主張的最南邊的海域
有重疊，印尼是在配合仲裁案製造麻煩。
針對所謂的「領土糾紛」及「海洋權益糾
紛」，中國外交部已多次指出，中國與印尼
不存在領土主權爭議。納土納群島主權屬於
印尼，中方對此沒有異議。

印尼乘機加緊南海石油勘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昨日在北京介紹了G20貿易
部長會議籌備情況。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表示，本次貿易部長會議將圍繞加強
G20貿易投資機制建設、促進全球貿易增長、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投資政
策協調與合作、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商務部國際
司司長張少剛則透露，作為本屆G20峰會的主席國，中方倡議G20將不採取貿
易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延長至2018年。
在全球貿易增速連續4年低於GDP增速、全球投資雖有所增長但投資總量尚

未超過金融危機前最高水平的大背景下，G20貿易部長會議將於本月9日至10
日在上海舉行。張少剛表示，在本次貿易部長會議上，中方倡議G20將不採取
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延長至2018年。具體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承諾不採
取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二是逐步減少和取消已經採取的貿易限制性措施。

中方倡G20延長不採貿易保護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