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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報喊話印方：克制不是沒有底線
昨日出版的《解放軍

報》發表署名文章稱，
如果印度繼續拒絕中國的善意，錯誤理
解中國的克制，一條道走到黑，那麼將
會嚴重破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導致更
加嚴重的後果。
印軍非法越界事件已經持續一個多

月。這篇題為《不要低估我捍衛領土主
權的決心》的文章指出，根據聯合國大
會 1974 年 12 月 14 日通過的 3314 號決

議，不得以任何理由，為一個國家的武
裝部隊侵入或攻擊另一國家的領土作辯
解。然而，事件發生以來，印度不惜顛
倒黑白，炮製種種「藉口」，企圖混淆
視聽、掩人耳目，為其非法侵犯中國領
土主權的行徑進行辯護。

一條道走到黑勢致嚴重後果
文章指出，中國政府一貫重視發展同

印度的睦鄰友好關係，致力於維護兩國

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中國本着最大
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過外交渠
道與印度溝通解決此次事件。然而，印
方不僅無視中方的善意和克制，拒不糾
正錯誤，其官方人士和媒體還通過炮製
各種站不住腳的理由，為印軍非法越界
行為編造藉口。截至8月 2日下午，印
軍仍有48人連同1台推土機非法滯留在
中國領土上。
文章強調，善意不是沒有原則，克制

不是沒有底線。需要正告印度的是，中
國的領土主權不容侵犯。印度不要指望
中國會拿自己的領土主權做交易，不要
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領土主權的決
心，不要低估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如果印
度繼續拒絕中國的善意，錯誤理解中國
的克制，一條道走到黑，那麼將會嚴重
破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導致更加嚴重
的後果。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軍事問題專家滕建群在
中央電視台節目中指出，印度進入中國領
土，並炮製種種「借口」為其非法行為狡
辯，目前來看，印度方面確實低估了中國維
權的決心和能力，所以不管是撤還是不撤，
400個人還是4個人，（印度方面）在中國境
內的兵力必須撤走。否則的話，我相信中國
肯定會動用一切手段「清場」。

印圖藉挑釁增談判籌碼
央視節目並引述外交等方面專家的分析，印

度選擇在已定邊界進行挑釁，是想藉機把洞朗
地區變成爭議地區，增加在中印邊界談判中的
籌碼，又想干預中方和不丹的邊界談判，試圖
借這個事件進一步加強對於不丹的控制，而行

動背後更深遠的背景或者原因，是印度試圖通
過挑戰中國來取悅西方，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
發揮更大作用的戰略企圖。
分析指出，印度企圖通過對中國施壓，迫

使中國在印度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等重大事項中讓步，但是他低估了中國在維
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 「界
線」即是「底線」，中國的底線不容逾越。
中國外交部發佈文件《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
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
的立場》，透露出中國將採取包括武力在內
的所有必要手段和措施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受侵犯。提醒印度最好不要作出
戰略誤判，中國從來沒有在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上作出妥協讓步。

中國軍事問題專家：
印倘不撤軍 華勢「清場」

根據中國外
交部2日發佈
的《印度邊防

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
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件所
述，洞朗地區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亞
東縣，西與印度錫金邦相鄰，南與不
丹王國相接。中國和不丹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通過談判協商解決邊界問

題，迄今已進行了24輪邊界會談，達
成了廣泛共識。兩國雖未正式劃界，
但雙方已對邊境地區實施了聯合勘
察，對邊境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邊界線
走向存在基本共識。在雙方的共同努
力下，中不兩國邊境地區一直保持和
平安寧。中國願繼續同不丹一道，在
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通過談判協
商解決兩國間的邊界問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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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
中不邊境和平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軍報》報道，解放
軍第76集團軍某陸航旅聯合某特戰旅前日開
展超低空突防、陌生地域機降、遠程引導打擊
等課目訓練，錘煉陸空聯合作戰能力。根據此
前的公開報道，第76集團軍是全軍新調整組
建84個軍級單位後，首個獲披露的新軍級單
位，隸屬於西部戰區陸軍，駐地位於甘肅。

解放軍開展陌生地域機降訓練
提高陸空聯合作戰能力

專家：印謀拉攏不丹 推卸越界責任
表面願和平解決 實質企圖將中國領土模糊為「爭議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繼印度外交部長斯瓦拉傑

稱，唯有外交才是中印對峙解決方

案後，印度總理莫迪昨日繼續聲稱

「和平談判」，企圖蒙混拖延。對

此，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印度

問題專家龍興春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印方所謂的「和平解決危機」

是迴避、模糊印度非法越界侵犯中

國領土主權的說辭，也是不符合事

實的將洞朗事件責任對半的做法，

「表面上似乎在和平推動對峙解

決，其實是企圖將中國固有領土模

糊為『爭議地區』、掩蓋印軍隊非

法入侵事實的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轉述菲律賓《問
詢者報》昨日消息，昨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
拉召開的第50屆東盟外長會批准了「南海行
為準則」框架。報道援引菲律賓外交部發言
人的話說，東盟各國外長在菲律賓國際會議
中心舉行的外長會上批准了該框架，該框架
將按原計劃於今日正式通過。
今年5月中旬在中國貴州舉行的《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第14次高官會和第21次聯合
工作組會上，中國與東盟國家審議通過了
「南海行為準則」框架。不過當時，中國外
交部稱，與會高官一致同意要把「框架」作
為一份內部文件，誰都不許對外公開，為了
便於下一步「準則」磋商有一個寬鬆的政治

環境。
另據新華社報道，東盟各國外長昨日在菲

律賓首都馬尼拉發表聲明，對朝鮮半島緊張
局勢不斷升級深表關切，呼籲各方保持克
制，創造條件實現對話，同時指出東盟準備
好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扮演建設性角色。

發聲明促朝為地區穩定作貢獻
東盟各國外長在當天會議後發表了關於朝

鮮半島問題的聯合聲明。聲明指出，東盟各
國外長重申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深
表關切，包括朝鮮此前進行的洲際彈道導彈
試射以及核試驗。這些事態發展嚴重威脅到
該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東盟

強烈要求朝鮮立即全面履行聯合國安理會各
項決議所規定的各項義務。
聲明表示，東盟強烈要求朝鮮作為東盟地

區論壇的參與者，為保持地區持續和平、穩
定、友誼和繁榮作出貢獻。本地區內外的國
家和組織，都應以互相信任、理解和尊重的
精神，努力克服安全威脅和挑戰，阻止潛在
衝突升級，以此創建對可持續發展、社會進
步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有利的環境。
東盟外長會、東盟與中日韓（10+3）外

長會、東亞峰會外長會、東盟地區論壇等
一系列會議於8月2日至8日在馬尼拉舉
行。此外，還將舉辦東盟成立50周年相關
慶典活動。

東盟今有望通過「南海行為準則」框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拉脫維亞
當地時間5日，由導彈驅逐艦合肥艦、導彈
護衛艦運城艦和綜合補給艦駱馬湖艦組成
的中國海軍174艦艇編隊，順利抵達里加，
開始對拉脫維亞進行為期三天的友好訪

問。這是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首次訪問拉脫
維亞。拉脫維亞軍方代表、中國駐拉脫維
亞大使黃勇等使領館工作人員以及中資機
構、華人華僑、留學生代表到碼頭迎接。
編隊指揮員俞滿江、政委傅曉東走下舷
梯，與歡迎人員握手寒暄。隨後，碼頭歡
迎人員參觀了編隊運城艦。
俞滿江表示，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首次訪

問拉脫維亞，推動了兩國兩軍關係的深入
發展，將進一步加深兩國海軍官兵之間的
友誼，拓展兩國海軍之間的友好交往。
編隊在拉脫維亞訪問期間，將舉行艦艇
開放日、甲板招待會。編隊指揮員將會見
拉脫維亞軍政要員。

海軍編隊首訪拉脫維亞

斯瓦拉傑3日在國會表示，戰爭絕對不
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印關係需要通

過對話和協商梳理，「印度堅信，中印邊境
的和平與安寧對於保持良好雙邊關係至關重
要。」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貝格雷則在聲明中
說，印度的目標是實現安寧與和平，而這個
目標將透過外交來實現。與外交官員表態如
出一轍的，是印度總理莫迪昨日的表態。

中方清楚闡述 印方含糊回應
環球網引述印度媒體報道說，在昨日的
「Samvad──防止衝突及環境意識的全球
倡議」的會議上，莫迪在視頻講話中說，對
話是解決中印洞朗對峙僵局的唯一方式，他
希望雙方以此方式解決問題。與中方嚴厲的
警告以及對事件核心性質和法理的清楚闡述
不同，印方的回應一直含糊不清，莫迪的表
態同此前印外交官員表態如出一轍。
對此，龍興春指出，此次印軍入侵發生在
中印邊界錫金段已經定界、不屬於「領土糾
紛」的地區，與邊境摩擦有着本質不同，
「印度無視國際法和中印雙方已遵守127年
的邊界條約，從中印無爭議邊界線入侵中國
領土，事實清楚且嚴重挑戰了地區的和平穩
定。」而印度外交部的相關說辭，表面上營
造出印方推動和平的「努力」，實則是模糊
其非法入侵的關鍵焦點，變錫金段定界地區
為「爭議」的做法。
對於印度一直以來打着的「受邀不丹」幌
子，他則明確指出，印度在撒謊。他稱，至
今為止，不丹政府都未發表過任何相關「請
求印度軍隊幫忙」等言論，印度完全從自己
利益出發，此種行為在侵犯中國主權的同時
也侵犯了不丹，中方也絕不接受印度為不丹
「代言」的行徑。

印方戰略誤判 圖挑戰華底線
《印度快報》報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
印度政府正努力試圖採取兩種「外交方式」
解決這一危機，第一種選擇與不丹有關，讓
不丹軍隊在對峙地區代替印度軍隊，使中國
和不丹軍隊雙方撤兵；第二個選擇是延長對
峙時間，直至11月中國採取緩和的外交政
策。龍興春指，這些都是印度不切實際的
「一廂情願」。「不管是哪一方軍隊，都應
完全撤出中國領土，」他說，「由不丹軍隊
替換或所謂 『雙撤軍』的無理要求，中方
都不能接受。」他認為，印度對中國有着嚴
重的戰略誤判，首先放大了所謂的「中國威
脅」，造成了中印雙方自1962年以來最為
嚴重的雙邊關係危機，其次低估了中國維護
領土主權完整的決心，懷着「打賭」的心
態，試圖挑戰中國底線。他強調，洞朗事件
的核心是印軍隊非法越過中印既定邊界，責
任完全在印度，打着「保護不丹」的幌子或
無端指責中國、推卸責任或模糊焦點，都不
能改變印度違反國際法、侵佔中國領土的行
為事實。

外媒稱中方耐心正消失
《紐約時報》

中國國防部的最新聲明是「中國軍方迄
今為止對印度發出的最為直截了當的警
告」，表明中國決心捍衛領土和主權完
整，警告印度不要低估中方的決心。

德新社

中印對峙已長達數周，中國軍隊迄今
「高度克制」，但「中國的耐心正在消
失」，要求印度立即撤軍。

「德國之聲」

報道援引消息人士觀點稱，中國無意同印
度發生衝突，但不能被人視為軟弱。該消
息人士透露有中國高官表示，沒人願意交
戰，但若印度繼續添麻煩，「我們就會讓
他們看看，我們是什麼人」。

《華盛頓郵報》

中國加大官方對印度譴責力度，稱「克
制不是沒有底線」。

美聯社

中國已明確表示，唯一解決方法是印度
軍隊無條件立即撤離該地區。

資料來源：中新社

■解放軍第76集團軍某陸航旅聯合某特戰旅前日開展陌生地域機降等訓練。 網上圖片

■海軍編隊的官兵在艦隻甲板分區列
隊。 網上圖片

■在中不的共同努力下，兩
國邊境地區一直保持和平安
寧。圖為不丹名勝普納卡
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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