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东盟外长会联合声明中涉
及南海的部分，篇幅较往年声明有所
缩短，同时肯定了一年以来南海局势
的积极变化，也比往年声明更多展现
了各方合作取得的积极成果。

声明说，与会东盟各国外长深入
讨论了有关南海的问题，共同认识到

南海作为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和繁荣
之海对各方均有益处。东盟各国外
长还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表
示热烈欢迎。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对新华社
记者表示，在这背后越南起到了十分消
极的作用。此次东盟外长会上，越南提

出把“南海岛礁建设”等字眼写入最后联
合声明，结果招致东盟其他国家反对。

这名官员指出，目前东盟国家的
主流意见是促发展、谋合作、持续推
进东盟一体化建设。为实现这一目
标，东盟自身在维护地区稳定上付
出很大努力，包括在南海问题上，而

过去一年南海局势的积极变化就是
明证。在此情况下，越南的搅局行
为既无助于维护南海局势向好的态
势，又破坏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
种逆潮流而动的举动最终也被证明
不得人心。

（新华社马尼拉8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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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发布外长会联合声明

南海和平稳定繁荣有益各方

这份40多页的外长会联合声明
在中国－东盟合作部分着墨颇多。

声明赞赏了中国在本地区发挥
的重要作用。声明说，东盟期待与中
国未来开展更多高层对话和交流，继
续提升经济融合水平，希望到2020
年顺利实现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规
模分别达到1万亿美元和1500亿美
元的目标，并期盼全面实行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
声明说，2018年是东盟与中国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东盟期
待着将2018年确定为“中国－东盟
创新年”，同时期待制定“中国－东盟
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共同规
划双方关系蓝图。东盟还期待同中
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航空运输、
反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新华社记者发现，东盟各国外长
在这份声明中的表态同6日当天中
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所表述的“中国－东盟关系面临更大
发展的新契机”“中国－东盟战略伙
伴关系迈入全面发展新阶段”的积极
评价高度吻合。

东盟与中国地理相近，传统友谊
深厚。过去50年，中国与东盟在双

边贸易投资等领域取得丰硕合作成
果。中国目前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
伴，而东盟国家也热切期待对接“一
带一路”倡议，加速推进一体化。

消息人士向新华社记者指出，
声明中涉及中国－东盟关系的表
态，是一年以来本地区正在发生积
极正面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东盟
各国的共识。

6日晚间，东盟发布外长会联合声明，充分肯定一年来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取得的积极进展，赞扬了中国在本地区发
挥的重要作用，表示东盟国家对未来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高度期待。

据了解，这份声明发布过程并不顺利。按原定计划，东盟十国外长应于5日发表东盟外长会联合声明。但5日深夜，
菲律宾外交部代理发言人玻利瓦尔突然通知媒体，联合声明推迟发布。直至6日晚间，联合声明才正式向媒体公布。

中国东盟务实合作
赢得赞誉

南海议题
聚焦和平稳定

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举行，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表示热烈欢迎

南海有了“准则”框架 域外干涉可休矣

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准则”框
架，是继《宣言》之后迈出的具有历
史意义的一大步，是中国和东盟国
家共同推动南海和平稳定进程中
的一大步。

如果说，过去一些别有用心的国
家或政客时不时拿南海问题说三道
四是在钻规则缺失的空子，那么，这
个“准则”框架的达成，标志着南海问
题进入一个实质性的“谈”与“商”的

阶段。同时，该“框架”也是确保关于
“准则”的磋商不跑偏的重要依据和
规范。

此外，东盟外长会的联合声
明，还明确指向了近来某些试图干

扰南海局势的域外大国。这些域
外国家动作频频，试图将本已平静
下来的南海问题重新升温，最终只
能遭到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新华社马尼拉8月7日电）

众所周知，南海局势长期以来并
不平静。200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达
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了地区
局势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经
过多年磋商，中国与东盟国家又在今
年5月审议通过了“准则”框架。

实际上，此次东盟外长会是对5
月份达成“准则”框架的再认可和再
确认，表明了东盟国家对共同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
的意愿。

目前各方支持的这个“框架”，是

磋商如何制定“准则”的总体范围和
方式方法，它旨在建立一种通过规则
来管控分歧、维护稳定的机制。

接下来，“准则”将进入在框架内
磋商具体内容的重要阶段。有了“框
架”，磋商就有了问题谈判与内容制

订的纲与目、量与度。但框架只是指
导磋商准则的大纲，关于准则的磋商
是一个针对“重要和复杂问题”的具
体谈判，从达成框架到磋商“准则”再
到“准则”出台势必是一个逐步积累、
举步维艰的过程，很难给出时间表。

6日晚发布的东盟外长会联合声
明说，东盟各国外长深入讨论了有关
南海的问题，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框架表示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方对推进“准则”磋

商提出了“三步走”设想。
第一步，11国外长共同确认“准

则”框架，并宣布在完成必要准备工作
后，于年内适时启动下一步实质磋商。

第二步，在8月底落实《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联合工作
组会上探讨“准则”磋商的思路、原则
和推进计划。

第三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在
没有外界重大干扰和南海形势基本稳

定前提下，由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
在11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
式宣布启动“准则”下一步案文磋商。

据悉，“三步走”设想已得到东盟
方热烈响应和支持。

东盟外长会 5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举行，南海向
“和平之海”又迈进
了重要一步。东盟
各国外长日前确认
与中国达成的“南海
行为准则”（简称“准
则”）框架，彰显了域
内国家维护南海和
平 稳 定 的 共 同 意
愿。分析人士称，这
有助于排除域外力
量的干涉和炒作，维
护南海局势稳定。

““南海行为准则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谈判过程框架谈判过程

8月6日，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通信部长阿尤
布·卡拉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以色列通信部长阿尤布·卡拉6日宣布，政府
打算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设在以色列境内的办
公室，吊销半岛电视台在以记者的从业资格，要求
当地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供应商不再播放该电视
台的信号。以色列此前多次谴责半岛电视台在巴
以冲突报道上有偏见，煽动暴力活动。半岛电视
台对以色列政府的这些举动予以谴责，并打算采
取法律行动。 新华社/美联

以色列打算关闭半岛电视台
设在以境内的办公室

8月6日，在委内瑞拉瓦伦西亚市，士兵在遇
袭的军营附近拦截一辆轿车。

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一处军
营6日凌晨遭到袭击，造成2名袭击者死亡、1人
重伤。 新华社/美联

委内瑞拉一军营遭袭
2人死亡

中方对推进“准则”磋商提出了“三步走”设想

南海磋商有了问题谈判与内容制订的纲与目、量与度

南海问题进入实质性的“谈”与“商”阶段

2017.8.6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
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
会后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充
分肯定当前南海形势的积极向
好势头，对达成“南海行为准
则”框架感到满意，认为这为未
来“准则”的实质性磋商奠定了
良好基础。
（据新华社马尼拉8月7日电）

2002.11.4

在柬埔寨金边举行
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期间，中国与东盟各
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
了《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其第十条明确将制
定“南海行为准则”作为
各方一致目标。

2012.11.19

在柬埔寨金边举行
的第15次中国－东盟领
导人会议发表了“纪念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
署十周年联合声明”。声
明表示，在各方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制定
“南海行为准则”。

2013.9.14-15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
6次高官会和第9次联合工作组
会议正式启动了关于“南海行为
准则”的磋商。会议决定授权联
合工作组就“准则”进行具体磋
商，并通过落实“早期收获”项目
和探讨“海上风险管控预防性措
施”，确保南海局势整体稳定。

2016.4.27-28

在第22次中国－东盟高官磋
商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1
次高官会上，各方同意建立“中国和
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
官热线平台”、“中国和东盟国家海
上搜救热线平台”等合作项目，并一
致同意就在南海地区适用《海上意
外相遇规则》等问题保持沟通。

2016.6.9-10

在中国与东盟
国家落实《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第 12
次高官会上，各方
重申了在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早日
达成“准则”的共
同意愿。

2016.7.25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老挝万象出席中国－东盟
外长会后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时表示，在不受外界
干扰的情况下，中国愿意
和东盟国家在2017年年
中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
框架磋商。

2016.8.15-16

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3次高
官会和第18次联合工作组会上，中国和东
盟国家在多个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共识，
包括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
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
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
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两份成果文
件，决定将此作为成果提交9月初中国－东
盟领导人会议发表。

2017.2.21

时任菲律宾外交
部长亚赛在介绍第50
届东盟外长会议成果
时说，会议强调要全面
有效执行《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争取今年年
中与中国共同完成“准
则”框架磋商，为制定
“准则”打好基础。

2017.5.2

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在回
答有关东盟峰会
的提问时说，按
工作计划，今年
上半年中国和东
盟国家将完成
“准则”框架草案
的磋商。

2017.5.17-18

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落实《宣言》第14次高
官会和第21次联合工
作组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准则”框架。至
此，中国与东盟国家
顺利并提前达成“准
则”框架。

2017.6.12

中国外交部
长王毅在与新加
坡外长维文共见
记者时表示，中国
与东盟国家顺利
并提前达成了“准
则”框架，这是中
国与东盟十国作
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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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尼拉8月6日电（记者袁梦晨 战
艳）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6日在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其对抗性姿态”，俄罗
斯就准备恢复俄美正常对话。

拉夫罗夫是在6日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
双边会谈时作上述表示的，两人目前均在马尼拉
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

拉夫罗夫在会谈后对媒体说，他与蒂勒森进
行了长时间对话，蒂勒森希望了解俄方反制美方
制裁措施的细节，俄方对此做出了解释。拉夫罗
夫表示，莫斯科已做好恢复同美正常对话的准备，
但前提是华盛顿需要“放弃其对抗性姿态”。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7月下旬通过一项针对俄
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法案。除对3国实施制裁
外，法案还加入了国会将拥有限制美国总统解除对
俄制裁权力的条款。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
署了这项法案。作为回应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稍
早前下令裁减美驻俄使领馆工作人员数量，并禁止
美使馆使用其位于莫斯科的多所房屋。

俄外长：

可有条件恢复
俄美正常对话

据新华社巴格达 8月 6日电（记者魏玉栋
程帅朋）伊拉克军方6日宣布，近来军方在北部萨
拉赫丁省的一系列空袭行动中，消灭170多名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伊拉克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军方动用武
装直升机对萨拉赫丁省舍尔加特镇西南部实施多
次空袭，摧毁8个“伊斯兰国”据点，消灭170多名
武装分子。

7月10日，摩苏尔获得全面解放。但在伊拉克
北部的尼尼微省、基尔库克省、萨拉赫丁省以及伊叙
边界地带，“伊斯兰国”武装仍然控制着一些城镇。
伊拉克政府军目前正计划对这些地区发起进攻。

伊拉克军方打死170多名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7日电 巴基斯坦政府
官员7日说，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一座煤矿6日晚发
生瓦斯爆炸，造成5名矿工丧生，另有两人受伤。

当地政府官员说，6日晚间，位于巴控克什米
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市以北32公里处的一座煤
矿发生瓦斯爆炸。5名遇难矿工遗体已于7日早
间被发现。煤矿运营方6名管理者涉嫌疏于监
管、对事故负有责任而被警方拘捕。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巴控克
什米尔地区的首例矿难。因监管不力、安全标准
较低、开采设施较差，巴基斯坦境内煤矿安全生产
事故时有发生。

巴控克什米尔
一煤矿发生爆炸
5人死亡

热点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