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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對峙持續 首現嚴重事態
中駐印大使談印軍越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駐印度大使羅照輝7月4日接

受印度媒體專訪時指出，印軍首

次越過已定邊界，侵入中國領

土，形成兩軍近距離對峙，至今

過去19天，嚴峻形勢仍未緩解，

令他深感擔憂。他指出，這是中

印邊界錫金段第一次出現如此嚴

重事態，希望印度總理莫迪能有

切實行動。

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網站昨日發佈消息
指，根據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

約》規定，洞朗地區毫無疑問屬於中國
領土。錫金段邊界是已定界，邊界線走
向清楚，雙方對此有共識，過去也一直
相安無事。印度邊防部隊越過雙方共同
承認的錫金段邊界線，這與過去雙方邊
防部隊在未定界地區發生的摩擦有本質
區別。

否認歷史界約 埋下更大隱患
羅照輝強調，印度現在明確提出錫金段
並未劃定，稱上述條約只是提供了這段
「邊界走向的基礎」。這是否認歷史界
約，將給中印邊境管控及兩國關係埋下更
大的隱患。
對於印方另一說法指「洞朗屬於不
丹」，羅照輝強調，洞朗屬於中國，一直
在中國有效管轄之下。中國和不丹從上世
紀80年代開始邊界會談，迄今已進行了
24輪。兩國雖未正式劃界，但雙方對邊
境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邊界線走向存在基本
共識。對於洞朗屬於中國這一點，中不雙
方不存在分歧。印度無權介入中不邊界談
判，也無權為不丹主張領土範圍。印方以
不丹為借口進入中國領土，不僅侵犯了中
國的領土主權，也是對不丹獨立自主的挑
戰。

處理洞朗事態 考驗印方誠意
關於印方指責中方修路「改變現
狀」，羅照輝回應指，中方在洞朗地區
活動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何來改變
現狀之說？恰恰相反，印越界闖入中國
境內，改變了現狀。只要印方撤出，現
狀就能恢復。
當被問及當前事態如何解決時，羅照輝
說，中方的立場非常明確。第一，印方無
條件撤軍是重中之重，這是雙方開展任何
有意義對話的前提和基礎。第二，和平解
決是重中之重。第三，維護邊境地區和平
安寧是重中之重。這三條重中之重是相互
關聯的，只有無條件撤軍，才能實現和平
解決；只有和平解決，才能維護邊境地區
和平安寧。
羅照輝表示，「探戈需要兩個人跳」，

希望印度總理莫迪對中印兩國「兩個身
體、一種精神」的形容，能夠真正體現在
行動上。這次處理洞朗事態將是對印方誠
意的一個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回應印軍
越境中國領土時表示，此次印軍非法進入中
印邊界錫金段已定邊界中方一側，性質非常
嚴重。中方通過外交和邊防會晤渠道向印方
提出嚴正交涉。目前，印軍仍停留在中國領
土上，事態仍未解決。
耿爽表示，解決邊界問題符合中印兩國根

本利益，是雙方一直在努力實現的戰略目
標。事實上，中印之間一直通過邊界問題特
別代表會晤機制，探討邊界問題的解決辦
法，同時也共同採取措施維護了邊境地區的
和平與安寧。
中方再次重申，印方應立即將所有越界邊

防部隊撤回邊界線印方一側，這是解決當前
事件的前提和基礎，以避免發生更加嚴重的
事態，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
當天，有記者問，你之前提到印度方面曾

經多次明確承認中印邊界錫金段已經劃定。
除了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給周恩來的信件內
容外，是否還有其他證據？

耿爽說：「1960年2
月12日，印度駐華大
使館在給中國外交部
的照會中指出，『印
度政府歡迎中國照會
中對於錫金和不丹為
一方和西藏為另一方
之間的邊界的解釋。
中國照會說，錫金和
中國西藏地方之間的邊界早經正式劃定，在
地圖畫法上既沒有任何分歧，在實踐中也沒
有任何爭論。印度政府願意補充說明，這條
邊界在地面上也已標定了。』以上是印度照
會內容，白紙黑字赫然在目。」
耿爽指出，印方此前曾多次表示高度重視

中印關係，願擴大雙方共同利益，妥善處理
分歧。我們要求印方立即將非法越界的邊防
部隊撤回邊界線印方一側，以實際行動糾正
錯誤，以體現出對解決兩國邊界問題的誠意
和發展中印關係的誠意，為兩國關係的正常
發展創造必要的氣氛和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
道，「中國潛艇進入印度洋」、「14
艘中國軍艦在印度洋不同尋常地活
動」，印度多家媒體4日報道稱，這
是印度海軍衛星和海事監控飛機最近
監控到的情況。雖然有印度海軍軍官
說，這是中國艦艇的常規路線和做
法，但更多媒體還是將這與眼下的中
印邊境對峙聯繫起來，稱這是「中國
發出的警告」。

專家：轉移視線 掩蓋越界
據悉，有印度海軍高層人士告訴

《今日印度》，中國「海王星」號偵
察船本月也進入印度洋海域。這艘配
備有高端設備的偵察船能將收集的電
子情報傳回北京。新德里被告知，該
船進入印度洋是打算監視即將開始的
馬拉巴爾演習（美、印、日海上聯合

軍演）。它曾被用來監視此前的印美
聯合軍演。
海洋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張軍社

4日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說，
長期以來，印度媒體總是在渲染「中
國威脅」，經常對中國海軍的正常活
動進行大肆渲染，其很多報道並不符
合實際情況。前幾年，中國派出潛艇
在亞丁灣海域護航，印度表達了不
滿。其實有些北約國家，比如荷蘭同
樣也派出潛艇參加護航，印度卻隻字
不提。
張軍社說，中國在亞丁灣海域執行

護航任務是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
議，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印度對此
應該以正常心態來看待。在中印邊境
對峙尚在繼續之際，印媒借此說事，
無疑是想轉移國際輿論的注意力，掩
蓋印度邊防部隊非法越界的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日
軍「慰安婦」問題學術研討會昨日在江蘇南京
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召開，來自中外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分享了
新發現的證據及研究成果，並商討共同推動
「慰安婦」檔案在今年9月成功申報「世界記
憶名錄」。
出席研討會的有來自韓國、日本、印尼等國
家和地區近30名專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
授、「慰安婦的聲音」聯合申遺國際事務局負
責人申蕙秀介紹說，為了成功「申遺」，韓
國、荷蘭、菲律賓、印尼、東帝汶等受害國家
和地區，以及加害國日本的民間團體，通過一
年半的共同合作，整理了很多資料，並在去年
5月31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申請，現
已有2,744卷「慰安婦」有關資料「申遺」，
這些資料被共同命名為「日軍慰安婦的聲
音」，並已被認定為不可替代的獨特資料。
申蕙秀表示，在「慰安婦」檔案「申遺」過
程中，日本政府一直在做反對工作，並給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施壓，包括拖欠會費，甚至想按
自己的意願修改教科文組織的有關規定，即提
出對「申遺」資料有不同意見必須與關聯國家
協商，並且想把這一規定用在「慰安婦」檔案
「申遺」上。
來自加害國的「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日

本福岡西南學院大學教授木村公一意味深長地
說，人是有錯誤的，對於錯誤，應進行悔過後
重生。「慰安婦」問題是日軍犯下的嚴重罪
行，「我覺得這是一把頂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
利斯之劍，我們要與忘卻的行為作鬥爭！」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亦指

出，時至今日，台灣在世的「慰安婦」倖存者
僅剩2人，日本政府應正視歷史責任，向「慰
安婦」道歉並賠償。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

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特聘館長蘇智良指出，
在2015年「申遺」失敗的基礎上，根據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建議，中外多個國家和地區聯合
對「慰安婦」檔案「申遺」，而且新增了很多
證據，因此這次成功「申遺」的可能性比上一
次要大很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經濟網引述
《環球時報》的消息稱，一艘正在釣魚
島海域進行科學考察的中國海洋調查
船，4日遭到日本方面阻撓。
據日本媒體報道，位於那霸的日本
海上保安廳第11區海上保安總部稱，
海上保安廳的飛機當天在釣魚島周邊
「日本專屬經濟區」水域發現中國海
洋調查船「勘407」號，該船將疑似纜
線狀物體投入海中並拖曳航行。報道

稱，這是連續兩天在「日本專屬經濟
區」水域發現中國船隻進行海洋調
查。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飛機通過無線
電呼喊「未經允許不得擅自進行作
業」，要求中國船隻停止活動。
日本之所以對中國海洋調查船的科

考活動加以阻撓，從《朝日新聞》近
期的報道中可以獲知一些原因。該報
道稱，日本認為中國正在用海洋調查
船進行地質調查。日方看到在2012年

12 月中國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
會，提交大陸架自然延伸至沖繩海槽
的劃界案，主張的劃界範圍包括釣魚
島在內。作為對策，日本打算在2019
年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審議中國
的大陸架延伸案時，能夠拿出推翻中
國主張的材料。現在，日方一方面阻
撓中國的海洋調查，一方面增加財政
預算，打造海上保安廳的最新型海洋
測量船，以和中國的海洋調查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報道，越南已經開始在資源豐
富的中國南海海域開採石油。一名越南
石油產業顧問對BBC表示，一艘與國際
公司「塔里斯曼-越南」簽訂合同的鑽井
船在中國南沙海域進行鑽井作業。
據悉，該鑽井船的作業地區位於中國

南沙「萬安北-21」合同區塊。在之前
的三年中，執行鑽井任務的外國公司因
擔心與中國的關係而拒絕前往作業。
「塔利斯曼-越南」以前由加拿大公司塔
利斯曼所有，但自2015年以後則是成為

了西班牙所有的Repsol集團的一部分。
6月2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就
曾在例行記者會上，就中越南海爭議
進行回應。他表示，希望有關國家避
免在爭議海域採取使形勢複雜化的單
方面行動，並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
維護雙邊關係和地區和平穩定大局。
當前，在中國和地區國家的共同努力
下，南海形勢趨緩降溫，並不斷呈現
積極發展態勢。有關形勢來之不易，
值得各方倍加珍惜。
而針對有記者提問關於中越南海爭

議，是否又有鑽井平台進入爭議海域
一事，耿爽稱，「剛才我已經介紹了
中方立場。作為補充，中央軍委副主
席范長龍不久前訪問了越南。范長龍
在訪越期間，會見了越南黨和國家的
領導人，包括越南總書記、主席、總
理等。在會見中，范長龍重申了中方
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並敦促越方恪
守兩黨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
加強戰略溝通，妥善管控分歧，維護
中越關係的大局和南海的和平穩
定。」

中外共商「慰安婦」檔案再「申遺」 中國科考船釣島海域遭日阻撓

外媒：越南開始南海採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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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艦入印度洋
印媒：對印發警告

外交部：印方應糾錯 立即撤回

■■錫金段邊界是已定界錫金段邊界是已定界，，邊界線走向清楚邊界線走向清楚，，中印雙方對此有共識中印雙方對此有共識，，
過去也一直相安無事過去也一直相安無事。。圖為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圖為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羅照輝羅照輝（（右二右二））指出指出，，中印邊界錫金段中印邊界錫金段
第一次出現如此嚴重事態第一次出現如此嚴重事態，，希望印度總理希望印度總理
莫迪能有切實行動莫迪能有切實行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位韓國專家一位韓國專家
參觀時忍不住痛參觀時忍不住痛
哭流涕哭流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賀鵬飛 攝攝

■耿爽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