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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中方在洞朗地區道路施工時，遭到印軍越線阻攔。昨日上午，在國務院新
聞辦舉行的解放軍建設發展情況的發佈會上，
在被問及中印在洞朗地區的情況時，吳謙強
調，洞朗地區是中國領土，中方在自己領土上
進行正常的修路活動，這是中國的主權行為，
完全正當合法。印方公然派軍隊越過雙方承認
的邊界線進入中國境內，其行為嚴重損害中國
主權、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基本準則。

捍衛主權領土能力增強
吳謙指出，中方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和
意志堅定不移，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的領
土主權和安全利益。中國邊防部隊已在現地採
取緊急應對措施，並將進一步加強針對性部署
和訓練。「我們強烈要求印方立即將越界的邊
防人員撤回邊界線印方一側，這是解決事態的
前提和基礎。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事關地區和
平穩定，符合中印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
「我們強烈敦促印方採取切實措施改正錯
誤、停止挑釁，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維護邊
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吳謙提醒印方，不要
心存僥倖，不要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強
調，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年的歷史證明了
一點，那就是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能力手段不斷增強，決心意志堅定不移。撼山
易，撼解放軍難。

學者：重建信任勢在必行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
務副院長阮宗澤在《印度快報》發表署名文章
說，印度的外交政策為「中印之間是競爭關
係」這一錯誤認知所主導。從邊界問題到「一
帶一路」倡議，從印度申請加入「核供應國集
團」（NSG）到反對恐怖主義，一切都看起來
像是兩個亞洲大國之間的競爭舞台。因此，任
何事件都可能被輕易放大，並加劇局勢的緊
張。 「這很好地解釋了中印之間的信任赤字
問題。為了更好地處理爭端和分歧，當下重建
北京與新德里之間的信任勢在必行。」
阮宗澤在文章中說，中印關係並非一場零和
遊戲，世界之大，足以容納中印兩國的發展。
在實現新世紀的共同理想上，北京和新德里有
着廣泛的共同利益。
「你不能選擇你的鄰居。」阮宗澤在文末

說，印度的成功並非與中國無關，中國也樂於
看到印度成為莫迪總理所展望的「領導型力
量」。然而，這同時也意味着，印度需要肩負
起在國際事務中的重大責任，並妥善處理國際
爭端。

《解放
軍報》昨

日在建軍90周年紀念特刊
刊載題為《從這裡挺進未來
戰場》的文章，指解放軍真
正跨入實戰化訓練這扇門，
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後。
文章指出，位於內蒙古的

朱日和訓練基地在2013年
基本完成信息化建設，為解
放軍突破實戰化訓練瓶頸，
奠定了重要基礎。
文章提到，2013年3月

11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
會議上，習主席強調要「牢
固樹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
本的標準」。戰鬥力是「唯
一的根本的標準」這一提
法，在我軍歷史上是首次。

由此，制約實戰化訓練的
兩大瓶頸很快被突破：第

一，陸、海、空、火箭軍
（二炮）的訓練基地建設步
伐明顯加快。2013年，走
在全軍前列的朱日和訓練基
地的信息化建設基本完成。
第二，全軍第一支專業化
「藍軍」旅於2013年1月
正式亮相，其他軍種的「藍
軍」建設也在抓緊進行。

文章寫到，實戰化「紅藍
對抗」演練沒有腳本，紅軍
面對專業化「藍軍」旅，置
身複雜電磁環境中，接受各
類數字化評估系統的檢驗。
實戰化訓練強調問題導向，
朱日和演練「重檢驗不重評
比、重實效不重形式、重檢
討不重輸贏」，講評中
80%講問題，把訓練變成一
個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最後戰勝對手的過程。

■《解放軍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解放軍軍委聯合參謀部作戰
局副局長周尚平少將在國防部發佈
會上表示，部隊始終保持了召之即
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戒備狀
態。解放軍完全有能力應對各種安
全威脅，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
周尚平介紹，時刻保持高度的戒備

狀態是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的基本要

求，我軍這次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
通過理順指揮關係、優化編成結構、
充實作戰力量，來提高部隊的戰備水
平和作戰能力。
他說，軍委機關周密制定了實施

方案，壓茬推進作戰部隊調整，專
門出台了加強戰備工作的系列措
施，保持了足夠的戰備值班兵力，
組織臨機戰備抽查，強化海空巡
邏、遠海訓練、跨區聯合演習等一

系列戰備行動。
此外，周尚平還透露，解放軍新的

聯合作戰指揮體系運行一年多來，兩
級聯指中心深入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
略方針，聚焦研究打仗、指揮作戰這
個核心職能，大力提升聯合作戰指揮
能力，實時掌握邊海空防情況，高效
處置各種突發事件，在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戰略全局
穩定上發揮了應有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
發言人陸慷昨日在談到中印洞朗地區對峙
事件時表示，此次事件責任完全在印方，
中方決不會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作任何妥
協。
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
《印度時報》日前報道，澳洲外長畢曉普
訪問印度期間，與印方就中印洞朗地區對
峙事件進行了討論，稱這是一個長期糾
紛，領土糾紛應當和平解決，澳不願看到
中印衝突升級。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陸慷表示，中方注意到印度媒體有關報
道。他說，澳方所講的領土糾紛應和平解
決這一原則是正確的，但我必須指出，這
一說法不適用於當前洞朗地區的事態，因
為事態發生地根本不存在領土爭議。中印
邊界錫金段是雙方共同承認並已被遵守了
127年的已定邊界，雙方就此從來沒有糾
紛。此次事件的本質是印軍非法越過中印
邊界錫金段已定邊界，進入中國領土，其
性質與以往雙方在中印未定界地區的邊境
摩擦有本質區別。
「中方希望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穩

定，但決不會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作任何妥
協。此次事件責任完全在印方。我們再次
敦促印方認清形勢，盡快採取措施，避免
事態進一步升級。」陸慷說。

國防部：印方勿存僥倖 撼山易撼解放軍難

中國部隊中印邊境緊急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過去一個多月時間裡，中印兩軍

在洞朗地區持續對峙。中國國防部新

聞發言人吳謙大校昨日表示，中方捍

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

移，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的領土

主權和安全利益。據透露，中國邊防

部隊已在現地採取緊急應對措施，並

將進一步加強針對性部署和訓練。吳

謙提醒印方，不要心存僥倖，不要抱

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解放軍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能力手段不

斷增強，決心意志堅定不移。撼山

易，撼解放軍難。

熱點問答
中國軍艦近日在部分海域出現，外國
記者指一系列行動比較「高調」甚至
被視為不友好的挑釁行為。

國防部：在非領海海域，中國軍隊艦
機和其他國家艦機一樣，都享有航行
和飛越自由的權利，也談不上什麼高
調。中國軍隊積極擴大軍事交往，廣
泛參與國際維和、遠海護航和人道主
義救援減災等行動，這體現了大國軍
隊的良好形象和責任擔當。

外國記者提問，如果半島發生軍事衝
突甚至戰爭的話，中國軍隊有什麼樣
的應對方案？

國防部：不回答假設性問題，但中方
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
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
方式妥善解決半島核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過兩國承認的邊界線進入中國境
內。 資料圖片

軍方表示有能力應對各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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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適時發佈「建軍節閱兵」信息 朱日和奠定實戰訓練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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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年，，中國海軍陸戰隊在馬龍綜合訓練場進行實戰演習中國海軍陸戰隊在馬龍綜合訓練場進行實戰演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20142014 年年，，
士兵在朱日和士兵在朱日和
進 行 軍 事 訓進 行 軍 事 訓
練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解放軍陸軍部組織解放軍陸軍部組織
「「跨越－跨越－20162016··朱日和朱日和
ＡＡ」」演習在朱日和訓練演習在朱日和訓練
基地舉行基地舉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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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
報道）為了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周年，有消息指解放軍料在朱日
和基地進行軍演。中國人民解放軍裝
備學院原副院長劉建昨日對香港文匯
報稱，不排除 「八一」前夕在朱日
和基地舉行軍演、習近平主席親臨閱
兵的可能性。不過他強調，相關消息
要以官方發佈為準。 在昨日的國新
辦發佈會上，國防部在回應「建軍節
期間舉辦閱兵等慶祝活動」時表示，
將適時發佈相關信息。
網絡資料顯示，北京軍區朱日和

訓練基地，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是
亞洲最大、中國軍隊最現代化的大
型陸空聯合訓練基地。主要擔負組
織師、旅、團級部隊完成合同戰術
演練。

不做預案 實兵對抗
習近平多次強調，軍隊要能打仗、

打勝仗，要始終堅持戰鬥力這個唯一
的根本的標準、堅持仗怎麼打兵就怎
麼練、在近似實戰的環境下摔打鍛煉
部隊，着眼於搶佔未來軍事競爭戰略
制高點。
劉建表示，相信此次軍演會要求不

指定作戰對象，不做預案，不規定誰
勝誰負，目的是做到真正的對抗性演
練。劉建稱，軍隊的主業就是打仗，
軍隊必須通過訓練提升戰鬥力。因
此，在朱日和基地舉行軍事演習，旨
在通過實兵對抗，提升軍隊決策指
揮、協同作戰能力。
劉建相信，此次軍演更多的是對

軍改以來對人民軍隊的一次檢驗，
是向軍委主席的一次正式匯報。至
於屆時是否會展示高精尖的軍事設
備，他認為，應該會有一些新的裝
備，但基於朱日和基地的環境條
件，可能更多展現的是空軍和陸軍
裝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