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馬邀中國合建馬六甲港口
積極響應「一帶一路」提出兩國共同發展項目

中方：不接受第三方爭端解決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報道，馬來西亞交通部長

廖中萊3日表示，馬方計劃與中國合資建設巴生第三港口，目前兩國

正在就項目可行性進行商討。廖中萊表示，由於七成至八成航經馬

六甲海峽的船隻的目的地是中國，所以馬國交通部希望中國參與該

港口計劃，「相信中國對這項計劃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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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從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了解
到，該集團前天與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基金在北京簽署確
認函，宣佈此前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股權轉讓協議中列
明的交易交割前提條件已經全部滿足，這標誌着中國遠洋
海運集團在完成收購比雷埃夫斯港（以下簡稱「比港」）
67%股權中已經邁出決定性的一步。

系列審批流程已正式完成
目前，比港碼頭已成為希臘大型的、技術先進的現代集

裝箱碼頭，是全球前100大集裝箱碼頭中吞吐量增長最快
的碼頭之一，也是多家國際集裝箱班輪公司在地中海東部
地區的重要樞紐港。
自中國遠洋海運集團2009年投資經營比港以來，該港的
集裝箱吞吐量已從2010年的88萬TEU（標準集裝箱）增長
到了2015年的336萬TEU，吞吐量排名也從全球第93位大
幅提升到第39位。給當地帶來了超過1,200個新的直接工作
機會，增加了希臘的財稅收入，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今年4月8日，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與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
基金簽署比港股權收購協議和股東協議。6月10日，比港
管理局舉行特別股東大會投票通過該協議，隨後希臘反壟
斷機構也於6月22日批准併購交易。6月30日，希臘議會
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批准認證了比港與希臘政府所需
簽署的修改版的特許經營權協議。至此，中國遠洋海運集
團收購比港的一系列審批流程正式完成。

習近平籲建成「一帶一路」重要支點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會見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習近平表示，希望看到一
個繁榮、穩定的歐盟和英國。
習近平強調，中希要密切高層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理解和支持。雙方要推進務
實合作。中方願繼續同希方攜手合作，將比雷埃夫斯港建
設為地中海最大的集裝箱轉運港、海陸聯運的橋頭堡，成
為「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支點，並帶動兩國廣泛領域務
實合作。雙方要加強文明互鑒，使人文交流成為溝通兩國
人民心靈的橋樑和紐帶。雙方要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保
持密切協調配合。中方願意看到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
極作用，希望看到一個繁榮、穩定的歐盟和英國。

■馬來西亞巴生港的貨
櫃裝卸量預計到2020年
幾近飽和，需要擴張港
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5日在北京
表示，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
上，中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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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媒體發表社評稱，中方要

做好準備應對在南海的軍事對抗。
當天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對
此有何評論？近期南海局勢緊張加
劇，會出現這種軍事對抗嗎？
對此，洪磊表示，中方堅定維

護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
益，同時我們堅持通過對話協商
與直接相關當事國解決有關爭
議，並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
地區和平穩定。
洪磊指出，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

益問題上，中方不接受任何第三方

爭端解決方式，不接受任何強加於
中國的爭端解決方案。域外國家在
南海爭議問題上應恪守不持立場政
策，謹言慎行。

兩岸應共護中華民族共同權益
中國軍方將於7月5日至11日在
南海舉行軍演。有記者問，這是出
於什麼考慮？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簡短回答稱，有關軍演是中

國海軍根據年度計劃進行的例行性
演練。
據媒體報道，台灣外事部門負責

人4日表示，台當局對南海仲裁案
做各種狀況推演，等仲裁案結果出
爐後會詳細閱讀裁決，但台當局不
會妥協。
對此，洪磊表示，海峽兩岸中國

人應一起維護中華民族共同權益。

� ��'#�	

:�/�

	:�
�"�

<
�
"
�
�

��	������



���

�	

馬來西亞計劃在目前的巴生港附近建第三港
口。廖中萊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指出，

巴生港口目前是世界第12大貨櫃港口，其貨櫃
裝卸量預計在2020年達到1,630萬個標準箱，
幾近飽和，因此，交通部認為有必要擴張巴生
港口。

八成經馬六甲海峽船隻均赴華
廖中萊指出，由於70%至80%航經馬六甲海
峽的船隻的目的地是中國，所以馬國交通部希
望中國參與該港口計劃，「首選中國是因為該
國有一定數量的船隻和貨櫃航經這個港口，得
以讓這個港口成功發展，相信中國對這項計劃
會感興趣。」
他認為，許多國家雖然支持中國倡導的「一
帶一路」計劃，然而卻沒有提供很好的項目，
讓中國和當地人民參與；而馬來西亞除了積極

響應，也全方位參與，提出多個項目供兩國共
同發展。
廖中萊表示，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

以涵蓋馬來西亞6個港口和中國10個港口的馬
中港口聯盟計劃，將帶動兩國船運和周邊行業
的發展。

中國為大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
據了解，巴生港距離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43

公里，位於馬六甲海峽東北岸。馬六甲海峽東
端還有世界大港新加坡港，西岸最大的港口城
市是印度尼西亞棉蘭。數據顯示，馬六甲海峽
的主要航道在東側，吃水比較深，更適宜建設
港口。至於西岸則多為沼澤和淺灘，較少有大
港口。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5年中國與馬來西亞雙

邊貿易額達973.6億美元，中國繼續保持馬第一

大貿易伙伴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二大出
口目的國地位。馬來西亞仍是中國在東盟第一
大貿易夥伴。
廖中萊指出，馬來西亞和中國的經濟息息相關。

如果中國今年經濟增長6.5%，馬來西亞依然能夠
借助中國經濟增長，維持經濟成長4%至4.5%。

巴生港為馬來西亞最大港
口，也是東盟第二大港口，僅次
於新加坡港，目前分為北港和南
港兩個港口。港口位於馬六甲海

峽的東北部，地處檳城和新加坡之間，約當馬
六甲海峽中點。港區建於巴生河口，與首都吉
隆坡有公路和鐵路連接，是馬來西亞的海上門
戶。

1882年，雪蘭莪英殖民政府為運輸錫米，開
始在馬來亞中西部建設鐵路，促進巴生港的開
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間，因國際形勢需要，巴生港不斷發展。20世
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巴生港加深水深與泊
位，並建立處理貨櫃及傳統貨物的碼頭。

■百度百科、馬來西亞《東方日報》

巴生港為東盟第二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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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軍演向域外大國傳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人民解放
軍在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前夕宣佈舉行軍演，
引發輿論猜測。儘管中國國防部稱其為例行演
習，但《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公號「俠客
島」7月5日發文稱，如果要說這次演習和即將
到來的南海仲裁案一點關係也沒有的話，那也
不盡然。
文章稱，中國在南海的演習，確實是一種軍
事準備，但其對象並不是南海周邊國家，因為
隨着近年來中國海軍力量快速發展並遠超周邊
國家，用演習彰顯實力的必要性已經大大下

降，而從政治傳統上看，中國始終與鄰為善，
努力嘗試和平解決南海爭端，只要不對中國動
手動腳的，中國從來沒有讓解放軍出手。
文章指，中國海軍和其他軍兵種部隊正在準

備的，其實是更高規模的整體海空對抗。文章
援引軍事專家尹卓此前分析稱，南海周邊國家
海空軍實力有限，但由於域外大國可能會介
入，2015年的演習專門設置了複雜電磁環境，
以應對可能到來的海空對抗。
文章因此推斷，此次西沙群島演習旨在捍衛

九段線內所有中國島礁安全。雖然演習不針對

任何特定國家，但它向對於南海問題抱有不切
實際惡意的域外大國傳達了一個信號，即如果
想着更進一步，中國也在準備辦法了。
《環球時報》昨日報道稱，解放軍當日開始

在西沙群島一帶舉行軍事演習，演習將持續到
11日，即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前一天。據《中國
日報》日前報道，中國國防部官員稱此演習為
中國海軍根據年度計劃進行的例行性演練，不
過西方媒體卻作出了「軍演封住了南海的出入
口」、「中國在仲裁宣佈之前開始秀肌肉」等
類似報道。

戴秉國：南海仲裁非法 裁決是一張廢紙
香港文匯報訊 前國務委員戴秉國7月5日出
席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與美國卡內
基和平基金會共同主辦的中美智庫南海問題對
話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對於南海仲裁
案，戴秉國強調，菲律賓單方面就中菲南海爭
端提起仲裁違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與中
方達成的一系列雙邊協議和《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有關規定，自始就是非法的。仲裁庭即將
作出的裁決不過是一張廢紙！

中國堅持雙邊談判解決爭端
戴秉國表示，中美對話大門打開40多年來，
兩國關係取得了非凡的成果，造福中美兩國人
民，也惠及全世界，堪稱大國關係史上的奇
跡。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價值理念迥異和發
展水平不同的兩個大國在發展彼此關係過程中
出現分歧和問題十分正常。關鍵是要增進坦誠
深入的戰略性溝通，以建設性的態度處理和管
控分歧，超越分歧，聚焦合作，發展合作。
關於南海問題，戴秉國指出，二戰後中國根
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確立戰後
秩序的文件收復南海諸島，美國在實踐中也承
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南沙群島回歸中
國，是戰後國際秩序和相關領土安排的一部
分，受《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保護。其後菲
律賓、越南等國非法武力侵佔中國南沙群島部
分島礁。根據國際法，中國完全享有自保權和
自衛權，也有能力收復上述島礁。但從維護地
區和平穩定出發，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保持高度

克制，尋求通過談判和平解決。
戴秉國表示，中國政府最先提出並始終堅持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堅持通過談判協商
和平解決爭議，通過規則和機制管控爭議，通
過開發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堅持維護南海航
行和飛越自由及南海和平穩定。這是中國解決
南海問題的基本政策，也是莊嚴承諾。過去幾
十年來，南海地區形勢總體穩定，東南亞地區
實現高速發展，是中國和有關國家對國際社會
的巨大貢獻。儘管當前南海和平穩定受到一些
干擾，但中國堅持通過雙邊談判協商和平解決
南海問題的政策沒有變化。這是中國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堅守，也是管控和化解
南海問題的必由之路。

盼美停止介入南海領土問題
戴秉國強調，菲律賓單方面就中菲南海爭端

提起仲裁違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與中方
達成的一系列雙邊協議和《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有關規定，自始就是非法的。仲裁庭即將
作出的裁決不過是一張廢紙！中國不參與、不
接受這樣的仲裁，不承認、不執行所謂的裁
決，既是依據國際法維護自身權利，也是維護
《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近代以來，中國
飽受西方列強欺辱，對此中國人記憶猶新。這
就是為什麼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要把命運牢
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絕不接受任何第三方解
決方案。當務之急是要嚴格約束菲律賓不得採
取任何挑釁活動。

戴秉國最後指出，希望美國恪守在領土主權
爭議問題上不選邊站隊的承諾，認清中國和平
崛起、無意爭霸的戰略意圖，將南海問題放在
中美關係中的合適位置，停止介入南海有關領
土問題，與中方共同建設性管控分歧，拓展海
上積極議程。在機遇和挑戰交織的全球化時
代，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
的發達國家，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維護國際
和平與安全等方面肩負着更多共同責任。中美
都是富於智慧和遠見的偉大民族。只要雙方從
共同利益出發，堅持相互尊重，坦誠溝通，就
一定能妥善管控分歧，找到合作機遇。
來自中美兩國的數十名專家出席了此次中美

智庫南海問題對話會，並就相關涉海問題廣泛
深入交換了意見。（戴秉國講話全文見文匯網
http://www.wenweipo.com）

中國三海警船巡航釣島領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

本媒體報道，3艘中國
海警船昨日上午相繼駛
入釣魚島附近海域巡
航，這是今年以來中國
公務船第18次進入釣
魚島附近海域巡航，上
次是在6月27日。
報道稱，據第11管區海上保安總

部（那霸）稱，3艘中國海警船分
別 為 「 海 警 2151」 、 「 海 警
2307」和疑似裝備了機關炮的「海
警31241」。日本巡邏船發出了警
告，要求中國海警船駛離該海域。
中國國家海洋局網站發佈消息證

實，2016年7月5日，中國「海警
2307」、「海警2151」、「海警
31241」艦船編隊在中國釣魚島領
海內巡航。

此前，中國國家海洋局網站已多
次發佈消息證實，中國海警艦船編
隊在釣魚島領海內巡航。
今年 1 月 8 日，中國「海警

31241」以及「海警2401」船就曾
進入中國釣魚島12海里巡航，這也
是中國海警船2016年首次進入釣魚
島領海12海里內巡航。自2016年1
月3日，中國海警船一直在釣魚島
附近海域航行。其中由護衛艦改裝
的中國「海警31241」船上還裝備
有4門機關炮。

■「海警31241」裝備機關炮。 網上圖片

■戴秉國指菲律賓單方面就中菲南海爭端提起仲
裁違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資料圖片

■習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