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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船舶報報道，4月15日上
午，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建造的新型公
務船首制船上船台儀式舉行。該船建成後，將是中
國最大噸位的公務船。

將是質量最好公務船
在儀式上，中國海警局領導指出，該船建成後將

是中國擁有的質量最好的公務船，排水量或超1萬
噸。交付使用後，將有利於更好地維護中國海洋權
益，更好地進行行政執法。
江南集團總經理林鷗表示，公務船是江南集團發

展的重要方向，江南集團實力比過去更強，擁有的
設備以及造船方法更先進，希望以後雙方能夠加強
合作，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據江南集團總經理助理孫仲鈺介紹，由於是首制

船，其建造難度大，時間緊，任務重。該公司成立
了以總建造師、總工藝師、總質量師領銜的經驗豐
富的團隊，從前期技術準備開始，採取了多項措
施，確保該船按期交付。

國產C-919翼身組合體試驗完成
另據中國航空新聞網報道，4月15日下午15時34

分， C919大型客機翼身組合體靜強度研究水平陸
100%限制載荷試驗在中航工業強度所閻良新區順利
完成。

奧巴馬訪日 或提和平解決釣島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近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先後視察、調研了武警特種警察學
院、空軍機關，並主持了國安委第一次會議，「國家安全」成為
關鍵詞。
4月9日，習近平視察武警特種警察學院並為「獵鷹突擊隊」

授旗。儀式之後，習近平在重要講話中強調，武警部隊作為國家
反恐維穩的重要力量，要認真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決有力打
擊各種暴力恐怖犯罪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人民

安居樂業。他強調「獵鷹突擊隊」是國家級反恐拳頭部隊，勉勵
官兵們努力成為國際一流水平的反恐特戰勁旅。
14日上午，習近平專程到空軍機關就空軍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

進行調研。在接見空軍機關副師職以上領導幹部後，習近平發表
了重要講話。
他指出，空軍是戰略性軍種，在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全局中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他強調，要強化實戰準備，牢固樹立
練兵打仗、帶兵打仗思想，牢固樹立隨時準備打仗的思想，牢固

樹立立足現有條件打勝仗的思想，狠抓各項戰備制度落實，
保持常備不懈的戰備狀態，堅決完成空軍擔負的各項軍事鬥
爭任務，進一步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
在15日召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

強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
路。他指出，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
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
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
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

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
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
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習近平一周三提「國家安全」

該案件肇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的「中國船王」陳順通將兩艘輪船借給一家
日本公司，輪船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神秘消失。此後，陳家三代人相繼在日本

東京、中國上海提起訴訟。

三井一審被判賠償1.9億
2007年底，上海海事法院對一起延宕20年的訴訟案件作出一審判決，判決被告日

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賠償中方原告29億餘日圓，折合人民幣約1.9億元。
據媒體此前報道，原中威輪船公司創始人陳順通的孫子陳震、陳春訴稱，大同海運

株式會社從1937年8月起再未支付租金，並在合同約定的還船日期之後仍佔有和使用
兩艘貨輪，直至其沉沒，要求大同海運株式會社賠償其經濟損失。
法院認為，從租約期滿起至兩輪沉沒期間，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屬於非法佔有兩艘貨
輪，應對船舶所有人實際造成的經濟損失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法院將依法處理被扣船
上海司法體系加強執法力度，上海海事法院日前在浙江嵊泗馬跡山港，對被執行人
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船舶「BAOSTEEL EMOTION」輪實施扣押。海事法院強調，
如商船三井株式會社仍拒不履行義務，法院將依法處理被扣押的船舶。海事法院表
示，此案件是一起涉外商事案件，該案判決生效後，原告方依據法律規定，向上海海
事法院提出強制執行申請，要求被告履行判決確定的支付和賠償義務，依法支付遲延
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於是，上海海事法院於2011年12月28日依法向被執行人商船
三井株式會社發出《執行通知書》。期間，雙方當事人曾多次進行和解協商未果。
為此，上海海事法院為執行生效判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的有關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嵊泗馬跡山
港對被執行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船舶「BAOSTEEL EMOTION」輪實施扣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從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處確認，

上海海事法院已通知律師，19日下午正式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一艘

28萬噸的輪船扣押，作為賠償原中國中威輪船公司在二戰期間遭受

的財產損失。輪船目前扣押於浙江嵊泗馬跡山港。海事法院強調，如

商船三井株式會社仍拒不履行義務，法院將依法處理被扣押的船舶。

新華網報道 這起案件肇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
的「中國船王」陳順通將兩艘輪船借給一家日本公司，
輪船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神秘消失。此後，陳家三代人
相繼在日本東京、中國上海提起訴訟。終於，他們在
2007年的初冬獲得勝訴。

「跨世紀審判」長達20年
本案原告代理律師葉鳴對記者表示，1989年，日本大

同海運株式會社被合併到日本奈維克斯海運株式會社，
1999年，奈維克斯海運株式會社又被日本商船三井船舶
株式會社收購。因此，案件審理期間，被告發生了兩次
變更。因為年代久遠、文書材料浩繁，從原告提起訴訟
到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竟長達20年。共有5次開庭庭審。

「船王」第三代終勝訴
在訴訟期間，原中威輪船公司創始人陳順通的孫子陳

震、陳春訴稱，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從1937年8月起再未
支付租金，並在合同約定的還船日期之後仍佔有和使用

兩艘貨輪，直至其沉沒，要求大同海運株式會社賠償其
經濟損失312億餘日圓，折合人民幣約20億元。被告日
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則辯稱，由於兩艘貨輪在1937年
分別被日本軍方「拿捕」，後由日本政府佔有而導致租
船合同終止，當時的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在履行合同期間
沒有違約或過錯，不應承擔任何責任。
上海海事法院審理後認為，日本軍方在1937年扣留
兩艘貨輪的事實成立，但目前尚沒有可以界定「捕
獲」性質的證據，也沒有兩艘貨輪發生轉移登記的證
據。同時，1937年7月以後，在戰爭已經爆發的情況
下，兩艘貨輪並未按合同約定被安排到安全的海域航
行，導致輪船在合同期內被日本軍方扣留，大同海運
對此有過錯。此後大同海運在明知船舶所有人為陳順
通的情況下，又繼續佔有兩輪，既不及時告知船舶所
有人詳情，又不支付合同費用，構成侵權。 由此，法
院認為，從租約期滿起至兩輪沉沒期間，大同海運株式
會社屬於非法佔有兩艘貨輪，應對船舶所有人實際造成
的經濟損失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中威船案：三代人對日索賠終勝訴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奧巴馬下周訪
問亞洲4國，首站將到日本進行國事訪
問。而針對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奧巴
馬可能在美日峰會等場合談及有必要
「依法通過和平的外交手段，而非威脅
和施壓來解決」。
據共同社報道，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賴斯18日表示，針對中日釣魚島
主權爭議，奧巴馬可能在美日峰會等場
合談及有必要「依法通過和平的外交手
段，而非威脅和施壓來解決」。

美專家：美對釣島態度清楚
另據共同社19日報道，美國前助理國

防部長、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
學教授約瑟夫·奈日前接受專訪時表
示，「美國國防部長和國務卿曾明確說
過釣魚島適用安保條約第5條。我預計奧
巴馬總統本月下旬訪日時會清楚地確認
這一點。

他解讀稱，美國政府的意思是「對19
世紀末發生了什麼不持特定立場」，那
是「很久以前的事」，當事方可以到國
際法庭上爭論。他強調，1972年沖繩回
歸日本時美國把對釣魚島的施政權還給
了日本，正因如此，釣魚島適用《日美
安保條約》，「『中國不要對此產生誤
判』，這一點美國說得很清楚」。

會談或將加強支援東盟
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希望與美國
總統奧巴馬明確提出「不允許憑藉實力
改變現狀」的共識，表明「對侵犯領土
主權行為」的嚴正態度。
安倍希望與奧巴馬確認的具體領域包

括：依據法制的海洋秩序和旨在確保航
行自由的海上安全保障；地震和海嘯等
災害對策；網上反恐對策等。安倍希望
日美兩國通過加強支援力度，提高東盟
各國在這些領域的應對能力。

中新網電 據日
本新聞網報道，日
本國家公安委員長
古屋圭司20日參
拜靖國神社，並在
之後發表了一份談
話，辯解稱參拜靖
國神社是「作為一
名國會議員的責任
和義務」。而此前

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日本內閣
總務大臣新藤義孝的參拜表示，日本內閣
成員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
社，再次反映出日本現內閣對待歷史問題
的錯誤態度。中方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
涉和抗議。

安倍無參拜打算
據報道，古屋在靖國神社的現場沒有

回答記者的問題。但是隨後他發表了一
份聲明，辯稱自己是為了「哀悼在戰爭
中去死的英靈們」而去參拜的。作為日
本人，是「當然應該做的事」，同時也
是「作為一名國會議員的職責和義

務」。另據日本「每日新聞」18日報
道，靖國神社預定21至23日舉行春祭，
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初
步決定打算於21日以「內閣總理大臣安
倍晉三」的名義供奉常綠植物「真賢
木」做為供品。
因美國總統奧巴馬預定23至25日到日

本進行國是訪問，奧巴馬盼日本能與中
國、韓國改善關係，因此安倍和去年春
祭一樣，這次春祭僅供奉真賢木，不前
往參拜。

中國舉辦多國軍演拒邀日本
另據法制晚報消息，中國海軍將舉辦

多國海上聯合演習，此次演習共有8個國
家，但日本海上自衛隊不在此列。海軍
新聞發言人梁陽20日指出，由於日本領
導人的錯誤言論和錯誤行動，嚴重傷害
中國人民感情，嚴重影響中日雙邊關
係，在目前情況下不適合邀請日本艦艇
赴華參加活動。
梁陽說，除了會議必須的見面，海軍
上將吳勝利沒有安排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領導單獨會面。

中國海軍將舉辦
個國
海軍

由於日本領
嚴重傷害

嚴重影響中日雙邊關
在目前情況下不適合邀請日本艦艇

海軍
上將吳勝利沒有安排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2007年年
底，上海海事法院一審判決被告日本商船三井株
式會社賠償中方原告約1.9億元人民幣。1月4日、
7日，被告和原告分別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訴。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透露，原
告在勝訴後也提起上訴，部分原因是對判決賠

償金額不滿，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20.33
億元。童增說：「主要是原告當時的損失比較
大，他的標的額是法院判決數字的10倍。法院在
計算物價指數時算到了1988年，以後就沒有計
算。原告決定上訴，希望一次性解決問題。」
作為民間對日索賠的發起者之一，童增曾經給

原告提供了許多幫助。他對原告的上訴請求持樂
觀態度。他告訴記者，這起案件雖然也是民間索
賠的案件，是二戰遺留問題，但是和慰安婦案、
勞工案不同，是經濟方面的案子，源於日本侵華
時期的租船合同糾紛，屬於合同糾紛。根據國際
法和世界各國的法律，原告的權利應該得到保
障。這起曠日持久的對日經濟索賠案，由於時間
跨度長、訴訟標的額高，被媒體稱為「中國民間
對日經濟索賠第一案」。

童增：「中威船案」屬合同糾紛

中
國
民
間
對
日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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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日官員再拜靖國神社 辯稱議員「義務」

中國最大噸位執法船開工

俄媒：中國防空系統進步神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消息報》報道，該國新

一代大型水面艦艇已基本完成研製工作，即將開工建
造，它將是通用化的大型隱身驅逐艦，首度配備與美
國「宙斯盾」類似的系統。俄軍事觀察員認為，「最
近20年，俄現役艦艇已遠遠落後於北約乃至中國，

新一代驅逐艦將裝備最新的信息指揮系統，目前只有
美國及其盟友、中國擁有類似的硬件水平」。
俄羅斯資深防空武器專家阿卡迪·鮑佐諾夫表
示，在蘇、俄制艦載防空系統中，中國海軍現役的
052B型驅逐艦使用的「無風」艦空導彈，早在20世

紀60年代就出現在蘇聯海軍艦艇上，至今仍能有效
對付中空高速目標。
他還表示，中國之前向俄羅斯購買了「無風」、
「暗礁」和「栗樹」防空系統成品，並且進步迅
速，已經能向國際市場推出自己的產品（如「海紅
旗」系列和「獵鷹-60N」導彈），這些都是必須關
注的。

■中威輪船公司的「太平」號輪船。 網上圖片

■新執法船分段上船台。此前有報道稱
中國已設計萬噸級執法船。中國船舶報

■古屋圭司。
網上圖片

■被上海海事法院扣押的日本「BAO-
STEEL EMOTION」號貨船。網上圖片

最大規模華勞工訴日企案
2014年4與2日，149名中國
二戰勞工及其家屬2日向河北
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日本三菱
公司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方
面對強徵中國勞工道歉並賠
償2.27億元人民幣。
「重慶大轟炸」受害者索賠
2012年9月10日下午，15
名「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或其
遺屬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遞
交了民事起訴狀，正式起訴日
本政府，提出要求日本政府
向受害者公開謝罪並進行賠
償等訴訟請求。
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

2012年10月6日，中國最年
長「慰安婦」尹玉林去世。
從1992年起，尹玉林就開始
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訴。此後
的20年間，尹玉林公開站出
來指證日本侵華日軍的侵
害，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
期間，尹玉林曾兩赴日本起
訴無果。
細菌戰受害索賠團
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

京地方法院對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
害者對日索賠訴訟案作出判決，判決
雖然駁回了中國原告關於謝罪並賠償
的訴訟請求，但首次判定日軍曾在中國
實施過細菌戰，並承認細菌戰給中國人
民造成了巨大災難，中國原告團立即提
出上訴。時至今日，此案
進展緩慢，而且當年提出
對日索賠者近半已離世。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3�


■陳家三代
人相繼在東
京和上海對
日 提 起 訴
訟。終於在
2007年底中
威 獲 得 勝
訴。圖為陳
春。

網上圖片

民間對日索償成功首案 起訴7年終執行

日船拒不履賠償義務中國法院扣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