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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

南海形势明显降温是地区之幸也 是世界之福 再生事端不得人心
凤凰卫视记者：和去年相

比 ，今 年 南 海 局 势 有 所 降 温 。

虽然相关国家矛盾缓解，但域

外国家并没有放弃干涉，美国

仍在加强在南海军事部署，甚

至有人认为中美在南海必有一

战，你是否担心中美在南海发

生军事冲突？

王毅：过去一年，南海潮起潮
落，最终趋于平静。形势不是有
所降温，而是明显降温。这是中
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是地区之幸，也是世界之福。当
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正
在得到全面有效落实，具体争议
已经重回由直接当事方对话协商
解决的正轨。我们还正在同东盟
10国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
的磋商，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
则。上个月底刚刚举行的联合工
作组磋商取得明显进展，已形成

“准则”框架的第一份草案，中国
和东盟国家都对此感到满意。在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想兴风作

浪、再生事端，不仅不得人心，也
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共同抵制。我
们决不会允许得来不易的稳定局
面再受干扰和破坏。

中国人的海洋观推崇郑和，
看重海洋合作，而世界上有些人
信奉马汉，热衷控制海权。在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希望海上的合
作更多一些，各方的信任更增几
分。即使中美之间，只要转变观
念，浩瀚的海洋也完全可以成为
两国合作的广阔天地。

《环球时报》记者：2016 年中

国先后同冈比亚、圣多美和普

林 西 比 恢 复 外 交 关 系 。 今 年

初，尼日利亚要求台驻尼机构

“摘牌”并迁出首都，国内民众

普遍表示大快人心，认为如果

台湾当局在背离一个中国的路

上 越 走 越 远 ，将 是 死 路 一 条 。

请你谈谈看法。

王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仅是
历史事实，也是国际共识，更是由
联合国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文书所
确立的一条准则。台湾地区与任
何国家建立或保持所谓“外交关
系”，都缺乏国际法依据，都没有正
当性，也必然是没有前途的！台湾
当局应该认清这一大势。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中国最终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韩联社记者：当前韩中关系复

杂敏感，今年是韩中建交25周年，

中方对发展韩中关系有什么规划？

王毅：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
年，中方珍惜25年来两国人民共
同努力得来的成果，希望韩方也
能与中方一起共同维护好两国互
利合作的大局。

当前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
题就是美韩执意在韩部署充满争
议的“萨德”反导系统。中方从一

开始就坚决反对。“萨德”反导系
统的监测预警范围远远超出半
岛，危害中国战略安全的企图已
是路人皆知。引进“萨德”显然是
一个错误的选择，不仅有违为邻
之道，而且很可能使韩国陷入更
不安全的境地。我们奉劝韩国国
内某些势力不要再一意孤行，否
则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中方
敦促韩方悬崖勒马，中止部署，不
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中国最终完全统一

中方敦促韩方悬崖勒马，中止部署“萨德”

南海局势已趋平静，如有人想兴风作浪将遭地区国家共同抵制

澎湃新闻记者：我们看到新

媒体正在深刻改变世界。请问王

外长，中国外交是如何适应新媒

体时代的？

王毅：面对新事物，外交部不
会落伍，也不会缺席。近年来新
媒体风靡世界，我们第一时间跟
上了这股潮流。目前，“外交小灵
通”已经拥有1200万“通心粉”。
外交部以及驻外使领馆开通了
130多个新媒体账户，其中就包括

人气很高的“领事直通车”微信平
台。通过这些新媒体，我们第一
时间把国际时事、领事保护、对外
合作等民众关心的资讯“送货上
门”，同时快速回收各种意见、建
议甚至是吐槽。可以说，新媒体
使外交更接地气、更有人气，在外
交部和社会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
更为直接的互动桥梁。

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不变的
宗旨。下一步，我们将借助新媒

体打造更多倾听民意的“顺风耳”，
开设更多服务民众的“直通车”，开
辟更多海外领保的“生命线”。我
在这里要发布一个最新信息。两
个星期后，外交部将正式推出
12308的微信版，今后大家除了可
以继续电话拨打12308领保热线
之外，还可以通过它的微信公众平
台进行实时咨询和求助，相信这将
为广大民众带来更多便捷。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菲律宾通讯社记者：菲律宾

总统杜特尔特就任后，中菲关系

全面改善。中国将如何发展与菲

律宾关系？你对今年中国-东盟

关系发展有什么期待？

王毅：杜特尔特总统上任以来，
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积极改善中菲
关系，这不仅符合菲律宾人民的利
益，也符合地区各国的期望。对于
菲律宾伸出的善意之手，我们当然
也要张开合作之臂。中菲关系重
回正轨，提升的是中菲友好，获利
的是两国民众，受益的是地区各
国。这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中菲关系原本应有的常态。

当前，中菲合作潜力迅速释
放。我们要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补
回来。去年10月至今不到半年，
中国新增赴菲旅游团组近千个，
进口菲热带水果20余万吨，铁路、
桥梁、水坝等基础设施项目正在
加紧商谈，一些项目有望今年开
工。中国新任商务部长正在访
菲，这也体现了中方加强中菲友
好合作的积极愿望。两国同意建
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两国
海警建立合作机制。今天的中菲
关系已经重新走上一条符合两国
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双方应该
把这条路走实、走好、走远。

中菲关系雨过天晴，也为中
国-东盟关系驱散了阴霾。去年
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
年，今年又恰逢东盟成立 50 周
年。25 年是银婚，50 年是金婚。
对地区合作来说，这两年是“双喜
临门”，要两好并一好，好上加
好。我们将支持菲律宾履行好东
盟轮值主席国职责，助力东盟推
进共同体建设。

我们愿做大互利共赢的蛋
糕，深化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促
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成果尽
快落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谈判尽早结束。

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共同做大互利共赢蛋糕

朝日电视台记者：今年是中

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中方如何

看待两国经济关系良好，政治关

系停滞不前？

王毅：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
化45 周年，同时也是“卢沟桥事
变”8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代表
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
平与友好，一条是战争与对抗。

80 年前，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国
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
难，最终自己也走向失败的深
渊。45年前，日本领导人反省历
史，同邻国改善关系，实现了自
身的快速发展。然而几十年后
的今天，日本国内有些人还在这
两条道路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企
图开历史倒车。我们希望一切

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能够在这
个重要的年头，把握好国家前行
的方向。

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当然愿同
日方改善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但
日方需要先治好自己的“心病”，
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国不断发展振
兴的事实。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特
朗普奉行美国至上的孤立主义，有

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机遇，中方是否

会承担起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王毅：首先，中国一贯主张大
小国家一律平等，我们不认为应
把国家分为领导和被领导。其
次，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威
和公信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
当让联合国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切实发挥好处理国际事务的

功能。第三，与其说“领导”，不如
讲“责任”。大国拥有更多资源、
更大能力，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做
出更大贡献。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国愿为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履行应尽义务；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愿为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愿
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
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日方需治好“心病”，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国不断发展振兴的事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去
年11月，天网行动“百名红通”头

号犯罪嫌疑人杨秀珠回国投案，

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反响。你能否

介绍一下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在

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毅：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
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各部门齐心
协力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外交
部在其中也担负着重要责任。党

的十八大以来，外交部和各驻外
使领馆全力协助国内各主管部
门，共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
腐败和经济犯罪外逃人员2500多
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8 人。
我们同世界上 70 个国家缔结了
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基本
建成覆盖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
的追逃追赃网络。我们还通过
主办 APEC、G20 汇聚形成了国际

社会反腐的共识。中国为此展
示的决心和取得的进展，得到国
际社会一致好评，树立起良好国
际形象。

外交部将继续全力以赴做好
这项党中央重视、老百姓关心的
重要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打消所有违法分子的幻想，让他
们明白：海外不是法外，避罪没
有天堂。

外交部将推出12308微信版，开辟更多海外领保“生命线”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海外不是法外，避罪没有天堂

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拼版照片）。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