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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来自亚洲、非洲及欧美的

众多国际法学者齐聚海牙，就菲律宾

南海仲裁案及其对国际法治的影响举

行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对仲裁庭管

辖权裁决的合法性提出普遍质疑，对

强行推进南海仲裁给国际法治造成的

伤害表示担忧，同时呼吁通过直接协

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

南 海 诸 岛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中 国 领

土。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

当的海洋权益，是我们的主权和责

任；在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上采取有关

行动，与任何国家无关，是我们维护

自身主权的正当反应。所谓的南海问

题，在美国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

之前，本不是什么问题。2002 年中国

与东盟各国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达成了

共识。在中国的推动下，中菲双方一

度围绕建立对话机制、开展务实合

作、推进共同开发等进行友好协商并

取得积极成果。

遗憾的是，随着外部势力对南海

事务的介入，菲律宾 2013 年 1 月 22 日

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问题提起仲

裁，关闭了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南海

有关争议的大门，并违背双方关于管

控分歧的共识，采取一系列侵权和挑

衅行动，导致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急

剧恶化。菲方违背中菲之间达成并多

次确认的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有关争议

的共识，而且违反其在相关宣言中作

出的承诺，是对“约定必须遵守”原则

的破坏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

解决机制的滥用，不符合包括《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在国际上某些势力的

怂恿和支持下，菲律宾无视中菲从未

就其仲裁事项举行任何谈判的事实，

执意将应由双边谈判解决的争议诉诸

国际仲裁，其目的就是将南海问题国

际化，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条件，暴露

出其别有用心的一面。

和平解决争端，符合各方利益。

中国和菲律宾是“搬不走的邻居”，双

方有一些分歧和矛盾可以理解，但应

该理智地面对面坐到双边的“谈判

桌”前。借助外部势力，妄图通过缺

乏法理权威的第三方来裁决矛盾，从

来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不仅无助于问

题的最终解决，也不利于菲律宾自身

利益，还可能会破坏通过和谈加以解

决的路径。

当今世界，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

发展繁荣是民心所向。各国有能力通过

对话合作维护安全和发展环境。中国奉

行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是国际和地区安

全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愿同更

多国家一道努力，通过建立规则机制管

控危机，通过增进互信缓和紧张，通过

政治手段化解危机，通过与直接当事国

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坚定不移

地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致力于打造人类的命运共同

体。

解 决 南 海 问 题 的 正 确 路 径
本报评论员

日本近日爆出一条重大新闻，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
一核电站事故后，3 天之内东京电力公
司已经知道核反应堆“炉心融化”，东电
社长因接到“首相官邸的指示”，下令禁
止公布这一事实，以无判断标准、无法
认定炉心融化为由，只对外宣称“炉心
受损”，拖延两个月之后，才承认“炉心
融化”的事实，导致当地居民的恐慌。

地震发生后，当地居民、日本全国
乃至全世界关心的就是灾区福岛核电
站的安全。近来当地癌症患者增加，特
别是癌症发病低龄化，充分印证了核灾
难的危害。几年来，当地市民团体、同

样建有核电站的新潟县技术委员会一
直在追究地震当初东电公司为何隐瞒
事实。最初东电公司说因为没有判断
标准，无法判断是否为炉心融化。但调
查发现，不仅《原子能基本法》有明确规
定，当时的国家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已经
制定明确的判断标准，东电公司也据此
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程。追问之下，时
任东电公司社长的清水正孝承认，因首
相官邸的指示自己才批条子给负责技
术的副社长，指示其在记者招待会上不
得承认“炉心融化”这一事实。日本媒
体称，很清楚首相官邸对东电公司施加
了压力。

得知这一消息后，最愤怒的是福岛
当地的百姓，核电站附近浪江町町长马
场有指出，“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炉心融
化，但东电公司故意搪塞百姓，模糊处

理，5 年之后才公开真相，简直无法容
忍”。现任经济产业大臣林干雄说，应
当将炉心融化的事实告诉民众。一直
追踪此问题的日本多磨大学教授山内
康英指出，是否为故意撒谎，谁指示的，
需要独立委员会进一步深入调查。连
NHK 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播报这一新闻
时都在质问，为何 5 年后才公开事实，
需要彻底查明真相。

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与东电保持
密切联系的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纷纷发
表声明或召开记者会，否认下达过这一
指示。但是，当时首相官邸给东电公司
施加的种种压力屡见报端。事情当然
需要查个水落石出，更重要的是日本政
府、核电公司对核安全这样重大的事情
需要诚实严肃的态度。

或许，日本现政府会说那时是民主

党 政 权 ，与 现 自 民 党 政 权 无 关 。 但
2013 年 9 月在东京申奥推介会上，现任
首相安倍面对国际奥委会和全世界的
电视镜头斩钉截铁地说，福岛核电站污
水已经彻底隔离，不会造成二次危害，
时 隔 不 久 却 爆 出 污 水 仍 在 向 公 海 泄
漏 。 这 无 异 于 撒 了 个 世 界 级 弥 天 大
谎。就在日本政府不断解除核电站附
近村庄居民返乡限制的当下，新暴露的
事实更让当地居民和进口日本当地海
产品、农产品的国家的消费者揪心。

三菱汽车、铃木汽车的油耗造假
使其产品在市场上被冷落，两公司相
关负责人被迫辞职，三菱汽车已经宣
布向消费者赔款补偿。在对待核安全
问题上，日本国家层面、世界级别的谎
言，不仅坑害本国民众，终将使其国家
信誉受损。

日前，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就中
也双边关系、两国务实合作、中国参与
也门经济重建等问题接受了《经济日
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也门问题持续数年，您能否

介绍一下中国在也门问题上的态度和

立场？

田琦：2011 年，也门一度实现和
平过渡，根据海合会倡议，在联合国主
持下，也门政治过渡进程取得积极进
展。但因内外矛盾交织，2015 年也门
战事再起。一年多来，战场形势僵持
难解，政治过渡进程艰难曲折。中国
始终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问
题，坚定主张维护也门主权、独立、统
一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也门政治过
渡进程，坚定支持联合国斡旋努力，坚
持不懈地劝和促谈，希望有关各方在
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海合会倡议
和也门全国对话会议成果文件基础
上，通过友好协商达成符合也门实际，
照顾各方关切的政治解决方案。

记者：也门交战双方在科威特举

行的和谈已经持续了 1 个多月，目前

谈判进展如何？中国为和谈发挥了哪

些建设性作用？

田琦：今年 4 月份在科威特开始
的和谈是也战事爆发以来双方举行的
第三轮和谈。和谈开始前，双方达成
了停火协议。和谈开始后，双方根据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海合会倡议、
全国对话会议成果文件就军事安全和
政治安排等商谈，取得了一定进展，正
在向缩小分歧、扩大共识的方向努力。

和谈一开始，中国就积极参与其
中，与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也
门交战双方代表团和其他有关国家驻
也门使节保持密切沟通，介绍中方在也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积
极劝和促谈，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做有关方面工作。同时与
也门媒体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媒体向也门人民介绍中方立场，增
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记者：您如何看也门交战双方和谈的前景？作为一个负责

任大国，中方将如何在解决也门问题中继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田琦：战争不得人心，和谈成功符合广大也门人民和国际社
会共同期待，有关各方对此有清醒认识，相信和谈双方不会轻易
错过这一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重要机遇。但因相关政治军事
安排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在战场形势僵持的情况下，要达成协议
并予以落实需要各方着眼长远，以民族大义为重，尽快做出必要
妥协让步和政治决断，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
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道路，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发
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中方在也门问题上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
得到了全体也门人民、也门各派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赏，
中国是全体也门人民的朋友，与也门政府和各派都保持良好关
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发挥与也门各派关
系良好的优势，坚决维护也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定
支持也门政治过渡和经济重建进程，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为
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记者：也门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您对加强

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有何具体期待？

田琦：中方期待也门早日实现持久和平，中方愿积极参与也
门的经济重建，与也方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也门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如今，中也是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伙伴。中国是也门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方愿与也门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帮助也门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实现互利共赢。一是在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开展广泛合作，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二是加强产能合作，
帮助也门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三是加强人文交
流，中也同为文明古国，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也人文交流
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有利于推
进中阿文明对话，增进中阿友好。

中方愿积极参与也门经济重建

—
—访中国驻也门大使田琦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宋博奇

日本政府在核安全问题上应诚实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
道：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
裁案，非洲多国政府近期有力发声，
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正义立场表示
支持，呼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
商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

肯尼亚政府发表声明呼吁，南海
问题所有有关国家应根据双边协定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协商谈
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肯尼亚政府
尊重中方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98 条作出的排除性声明，并认为

国际社会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
持该地区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所作出的努力。

莱索托王国发表关于南海局势的
声明，呼吁由直接当事方根据双边协
议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友好
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有关领土和海
洋权益争议。声明强调，主权国家和

《公约》 缔约国自行选择争端解决方式
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

今年 3 月中旬与中国恢复外交关
系的冈比亚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支持
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

面提起仲裁的立场。冈比亚承认中国
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
辩主权的事实，坚信中国的立场拥有
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坦桑尼亚外交部长马希加此前在
该国国民议会表示，支持南海地区国
家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和平解决争端，
希望有关机构坚持 1982 年制定的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相关规定，尊重主
权国家及公约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
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乌干达外交部
国务部长奥凯洛则认为，南海问题直
接当事国应根据达成的双边协议和地

区有关共识，友好磋商或谈判，和平
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奥凯洛同时对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的行为表示不
理解。埃塞俄比亚外交国务部长塔耶
会见中国驻埃塞大使腊翊凡时表示，
埃塞政府理解和支持中方有关立场及
主张，希望相关国家根据双边协议和
地区有关共识，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领
土和海洋争议问题。埃塞认为，南海
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

在近期举办的第三届中非媒体合
作论坛期间，中非双方共同审议通过
并发表了 《第三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
共同声明》，其中强调维护南海和平与
安宁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至
关重要，非洲国家强烈呼吁有关各方
根据双边协议和地区有关共识，通过
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海
洋争议问题。

非洲多国支持中国南海问题立场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28 日下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磋
商英国“脱欧”公投后续安排。由于英方宣布可能将此棘手问题
留待下一任政府解决，英欧双方仍未就“脱欧”进程形成具体时
间表。

28 日议程结束后，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正式启动“脱欧”
谈判有可能要等到“下一任政府”和“下一任首相”来决定。卡梅
伦此前已表示将于 10月离任。

卡梅伦说，欧盟其他国家还是希望和英国尽可能保持紧密
联系，不管未来作何安排，贸易和安全合作将是英欧关系的重要
一环。当天参会前，卡梅伦表示，他希望采取建设性手段来商谈

“脱欧”安排，英国不会背离欧洲，毕竟大家是邻居和伙伴。
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敦促，英国需要加快启动“脱欧”

谈判进程，欧盟并不希望英国就此考虑的时间绵延数月。欧洲
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目前尚需一些时间等待“尘埃落定”，领
导人们对此表示理解。

容克表示，如果下一任英国首相属于“脱欧”派，最好在他被
任命后随即向欧盟提出“脱欧”谈判；如果他属于“留欧”派，希望
其能在就任半个月内提出申请，启动“脱欧”后续程序。

根据《欧洲联盟条约》，一旦成员国决定脱离欧盟，后续谈判
必须由该国政府首先提出。舆论透露，目前不少欧盟国家和领
导人希望“长痛不如短痛”，敦促英国尽快提出“脱欧”协议谈判
的申请，避免给市场带来更为深远的动荡和焦虑。

观察人士分析，除了“脱欧”安排时间表之外，另一个悬而未
决的议题是欧盟将何去何从，是继续高举欧洲一体化大旗，还是
痛定思痛、进行改革。德国、法国、意大利 27 日在发布的一份联
合声明中重申了致力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决心。而如匈牙利等一
些加入欧盟历史较短的中东欧国家，则呼吁欧盟倾听民众声音，
拿出有力措施来应对令欧盟当下焦头烂额的难民潮等主要挑战。

28日会议期间，图斯克透露，欧盟计划在 9月与欧盟轮值主
席国斯洛伐克再商欧盟前景大计。当天，与会领导人还就难民、
就业、对外政策等议题进行了商讨。

（新华社布鲁塞尔 6月 28日电）

英国和欧盟尚未形成

“脱欧”安排时间表
新华社记者 孙 奕 梁淋淋

本报索非亚电 记者田晓军报
道:保加利亚樱桃节 6 月 24 日至 26 日
在保西南部城市丘斯滕迪尔举行，一
年一度盛大而别具特色的樱桃节吸引
了保全国和周边国家的民众。举办方
表示，通过举办樱桃节，促进经济发展
和进一步带动旅游的效果明显。

保加利亚主要樱桃种植商携自己
最优秀的品种参加了今年的展会，共

展出 60 余种樱桃。樱桃节上还同时
举行了最佳樱桃评选大赛，以评选出
保加利亚当年最佳樱桃品种并加以推
广，获奖者也将得到评委颁发的专业
证书。

举办方在樱桃节期间还组织了自
行车比赛、民俗表演等活动。

丘斯滕迪尔市是保加利亚樱桃的
主产地之一，当地产樱桃以颗粒大、色

泽艳丽、品种繁多且口感好而闻名。
丘斯滕迪尔市把引种、培育和生产樱
桃作为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据
统计，保加利亚人均年消费樱桃超过
3公斤。

上图 保加利亚樱桃节现场，身

着民族服装的姑娘把樱桃摆成各种艺

术造型。 田晓军摄

保加利亚：樱桃香引客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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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麦肯锡
全球研究院最新研究显示，通过向生产
力驱动增长模式转型，中国经济完全可
以平稳渡过当前的困境。目前，以投资
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
济增长的需求。中国经济转向生产力驱
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合伙人华强
森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卓越成就，世界
有目共睹。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
GDP扩大了 25倍，创纪录的城镇化和工
业化，使得6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但现
有的发展模式正面临困境。麦肯锡的研
究显示，转向生产力驱动增长的新模式，
能够让中国更好地应对挑战，有助于中
国早日跻身发达经济体。到 2030年，生
产力驱动增长模式相比目前的投资主导
模式，能够使中国 GDP 新增 5.6 万亿美
元，新增家庭收入5.1万亿美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到 2030年
中国将有五大机遇提升生产力——更好
地服务中产阶层和消费者;利用数字化
推进新的经营模式;通过创新和研发提
升企业收益;推进生产自动化和提高能
源效率等方式提升生产力;鼓励企业“走
出去”。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政
珉表示，通过成功转型，中国可以培养更
多高效率的企业，推动创新并创造可持
续性就业岗位。生产力驱动下的增长也
会带来各行业在 GDP 中占比以及就业
结构的转变。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研究显示——

转型助力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