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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发布印军非法越界立场文件
8 月 2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
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
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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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洞朗地区位于中国西藏自治
7.事件发生以来，
印度炮制种种
区亚东县，
西与印度锡金邦相邻，
南 “借口”
为其非法行为辩护，
有关说法
与不丹王国相接。1890 年，中国和
在事实和法律上毫无根据，
根本不能
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划定
成立。
了中国西藏地方和锡金之间的边
8.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经划定，
洞
界。根据该条约规定，
洞朗地区位于
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国在自己的
边界线中国一侧，
是无可争议的中国
领土上进行道路施工，
目的是为了改
领土。长期以来，
中国边防部队和牧
善当地的交通，
完全正当合法。中国
民一直在该地区开展巡逻和放牧活
修路活动没有越过边界线，
而且提前
动。目前，
洞朗地区与锡金之间的边
通报了印度，
最大限度体现了善意。
界是中印边界锡金段的一部分。
印度边防部队公然越过双方承认的
2.2017 年 6 月 16 日，中方在洞
边界线，
侵入中国领土，
侵犯中国的
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 月 18 日，
印
领土主权。这才是真正企图改变边
度边防部队 270 余人携带武器，
连同 2
界现状，
也严重破坏了中印边境地区
台推土机，
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
的和平与安宁。
边界线 100 多米，
进入中国境内阻挠
9.印度以中国修路活动带来
“严
中方的修路活动，
引发局势紧张。印
重安全风险”
为自己的非法越界行为
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 400
辩护。联合国大会 1974 年 12 月 14
余人，
连同 2 台推土机和 3 顶帐篷，
越
日通过的 3314 号决议规定，
不得以
界纵深达到 180 多米。截至 7 月底， 任何理由，
不论是政治性、
经济性、
军
印度边防部队仍有 40 多人和 1 台推
事性或其他性质理由，
为一个国家的
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
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
3.事件发生后，
中国边防部队在
土作辩解。以所谓的
“安全关切”
为
现地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6 月 19
由越过已定边界线进入邻国领土，
无
日，
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紧急向印方提
论从事任何活动，
都违反国际法基本
出严正交涉，
对印方非法越界行为予
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都不会为
以强烈抗议和谴责，
要求印方立即将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容忍，
更不是中
越界的印度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
印两个邻国正常的相处之道。
印度一侧。中国外交部、
国防部、
中
10.长期以来，
印军在多卡拉山
国驻印度使馆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
口及其附近地区的边界线印度一侧
多次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
强烈要求
修建了道路等大量基础设施，
甚至在
印度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
立即撤回
边界线上修建碉堡等军事设施。与
越界的边防部队。中国外交部、
国防
此相反，
中国在该段边界线中国一侧
部发言人多次公开表态，
说明事实真
只进行了少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近
相，
表明中方立场，
并公布了印军越
年来，
印度边防部队还阻挠中国边防
界的地图和现场照片。
部队沿着边界线正常巡逻执勤，
并企
图越界修建军事设施，
中国边防部队
二
对此多次提出抗议并依法拆除印军
4.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 1890 年
越界设施。实际上，
正是印度企图不
《中 英 会 议 藏 印 条 约》
（以 下 简 称
断改变中印边界锡金段现状，
对中国
“1890 年条约”
）划定。该条约第一
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款规定：
“ 藏、
哲之界，
以自布坦交界
11.1890 年条约已确定，
中印边
之支莫挚山起，
至廓尔喀边界止，
分
界锡金段起自与不丹交界的吉姆马
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
藏属
珍山，这是中印边界锡金段的东端
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
分水流之一
点，
也是中国、
印度、
不丹的三国交界
带山顶为界”
（注：
支莫挚山即今吉姆
点。此次印度边防部队越界的地点
马珍山）。此段边界线走向条约叙述
位于中印边界锡金段的边界线上，
距
清晰准确，实地边界线沿分水岭而
离吉姆马珍山约有 2000 多米之远。
行，
走向清晰可辨。
此次事件与三国交界点问题并无关
5.新中国成立和印度独立后，
两
系。印度应尊重 1890 年条约及其确
国政府均继承了 1890 年条约以及据
定的中印边界锡金段东端点，
无权单
此确定的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界，
这
方面改变既定边界线及其东端点，
更
反映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给中国总理
不得以此为由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周恩来的信件、
印度驻华使馆给中国
12.边界在国际法上具有稳定性
外交部的照会、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
和不可侵犯性。由 1890 年条约确定
表会晤印方提交的文件中。长期以
的中印边界锡金段持续有效，
为中印
来，中印两国按 1890 年条约确定的
双方一再确认。任何一方都须严格
边界线实施管辖，
对于边界线的具体
恪守，
不得侵犯。中印双方正在边界
走向没有异议。边界一经条约确定， 问题特别代表会晤中探讨在锡金段
即受国际法特别保护，
不得侵犯。
边界实现解决边界问题的“早期收
6.6 月 18 日 以 来 ，印 度 边 防 部
获”
，
这主要是考虑到锡金段边界已
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边界进入
由 1890 年条约划定，且该条约由当
了 中 国 领 土 ，这 是 不 容 否 认 的 事
时的中国和英国签署，
中印应该以中
实。此次事件发生在边界线清楚
国和印度的名义签订新的边界条约，
的已定界地区，与过去双方边防部
以代替 1890 年条约。但这丝毫不影
队在未定界地区发生的摩擦有着
响中印边界锡金段的既定边界性质。
本质区别。印度边防部队越过既
13.洞朗地区历来属于中国，
一
定边界，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直在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
不存在争
整，
违反了 1890 年条约，
违反了《联
议。中国和不丹都是主权独立国家，
合 国 宪 章》，是 对 国 际 法 基 本 原 则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通过谈判协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 解决边界问题，迄今已进行了 24 轮
性质非常严重。
边界会谈，
达成了广泛共识。两国虽

印军越界现场照片。
未正式划界，
但双方已对边境地区实
施了联合勘察，
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情
况和边界线走向存在基本共识。中不
边界问题是中、
不两国的事情，
与印度
无关。印度作为第三方，
无权介入并
阻挠中不边界谈判进程，
更无权为不
丹主张领土。印度以不丹为借口侵入
中国领土，
不仅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
权，而且是对不丹主权和独立的挑
战。中国和不丹是友好邻邦，
中国历
来尊重不丹的主权和独立。在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
中不两国边境地区一直
保持和平安宁。中国愿继续同不丹一
道，
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
通过谈
判协商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四
14.事件发生以来，
中国本着最大
善意，
保持高度克制，
努力通过外交渠
道与印度沟通解决此次事件。但任何
国家都不应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

[外交部答问]

新华社 图
领土主权的决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此
次事件发生在已定边界线的中国一
侧，
印度应立即无条件将越界的边防
部队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
这是解决
此次事件的前提和基础。
15.中印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同印度
的睦邻友好关系，
致力于维护两国边
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方敦促印
度政府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
的福祉出发，恪守 1890 年条约及其
确定的中印既定边界，
尊重中国的领
土主权，
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
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
印度一侧，
并彻底调查此次非法越界
行为，
尽快妥善解决此次事件，
恢复
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符
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本地区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中方为何要在此时发布立场文件？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 日就中方发
布印军非法越界立场文件答记者问。
耿爽表示，6 月 18 日，印度边防
部队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中国
领土。印军至今仍然非法滞留在中
国领土上。事件发生以来，
中方通过
外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
对印方非法越界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要求印方遵守历史界约，
立即无条件
将越界的印度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
印度一侧。中方的做法展示了高度
克制。但印方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
际行动纠正错误，
反而通过炮制各种
站不住脚的理由，
为印军非法越界行
为编造借口。
耿 爽 说 ，中 印 边 界 锡 金 段 已 由
1890 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
是
中印两国政府都确认的既定边界，
这

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印方所作所为
违反 1890 年条约及其确定的中印既
定边界，
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
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
权的严重侵犯，
更是对地区和平稳定
和正常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
不会为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容忍。
耿爽表示，
中方发布《印度边防
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
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
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说明此次
印军越界事件的事实真相，
全面阐述
中国政府立场。中方这么做，
是为了
维护本国的领土主权，
也是为了维护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基
本准则，维护公平和正义。中方相
信，
是非自有曲直，
公道自在人心。
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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