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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
与时代发展大势，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积极推进外交
理论和实践创新， 为民族复兴尽责， 为人类进步担
当，谱写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为全面展现中
国外交领域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新成就， 中央组
织拍摄了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定于8月
28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并在融媒体平
台同步推出。

这部专题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
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刻反映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
划、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
心的恢宏历程， 充分展现我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
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
维护者”形象。

专题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通讯社、中央电
视台联合制作。全片共6集，分别是《大道之行》《众行
致远》《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来》《美美与
共》。该片通过大量权威访谈和鲜活故事，既勾勒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框架， 也展现了新时期中
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宏伟实践， 反映了中国外交给人
民带来的获得感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等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世界回响。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 这部政论专题片
的推出， 必将促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深入了解新
形势下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方位、指导思想、主要任
务、非凡历程和伟大成就，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将鼓舞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破浪前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六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大国外交》播出

全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恢宏历程

� � �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据外交
部消息，28日下午，在中印边界锡金
段越界的印度边防人员及装备已经
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 印军越界
事件已得到解决。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
例行记者会上说，6月18日， 印度边
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已定边
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 中方通过外
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 向国
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 阐明中方严
正立场和明确要求， 敦促印方立即
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边界印方一
侧。同时，中国军队采取有力应对措
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华春莹表示，28日下午2时30分
许， 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
回边界印方一侧， 中方现场人员对
此进行了确认。 中方将继续按照历

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 维护领
土主权。

华春莹说，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
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 希望印方
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
则，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的基础上，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
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吴谦28日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表示，8月28日14时30分许，印
方已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到
边界印方一侧， 中方现场人员对此
进行了确认。 中国军队将保持高度
戒备，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有记者问，据报道，印方已根据
中方要求， 将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
的印军人员及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
方一侧。请问国防部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6月18日以来， 印度边
防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
区，引发中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中
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 并采取紧急
处置措施，强化边界管控，前推作战
部署，加强针对性训练，有力维护国
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吴谦说：“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
与安宁事关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两国
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提醒印
方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切实遵守
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与中方
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
宁，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健康发展。”

吴谦表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
需要保卫。中国军队有信心、有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
信心、 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越界印边防人员已全部撤回
●外交部：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
●国防部：中国军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 � � �28日14时30分许，印度将非法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
的边防部队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这是印方认清
当前形势、改变错误立场后所作的正确选择。

从洞朗地区撤军，是印方挑起的越界事件、历经两
个多月后得到解决的标志，是印方停止违法行为、回到
遵守国际法正常轨道的明智之举。事实不容狡辩，洞朗
地区位于边界线中方一侧，长期以来不存在争议。印军
非法越界，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也是对国际法基本
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

对中方而言，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展示坚定维护领
土主权与合法权益的决心，中国军队也采取了有力应对
措施；另一方面，中方保持高度克制，多次通过外交渠道
与印方沟通，表现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事件的最大诚意。

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印方撤军理所应当。
中印是邻居，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
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一贯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
友好关系，致力于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两
国关系大局。

随着印军非法越界事件的平息，中方还将一如既往
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继续
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同时，也希望印方继续采取正确
态度，与中方相向而行，以切实行动推进两国关系健康
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印度撤军
是认清形势后的正确选择

新华时评

� � � �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离不开精神的力量。
“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

扬塞罕坝精神，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充
分肯定了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
迹，高度概括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
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
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的伟大
号召， 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推进绿
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而不懈奋斗。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始终牢记使命，
扛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重任。55年时间，
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
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
界、林的海洋、鸟的乐园”，最根本的就在于

塞罕坝人听从党的召唤， 始终牢记修复生
态、保护生态的历史使命。今天，建设美丽
中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使命。 面对资源
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
严峻形势， 我们必须深刻铭记任何对自然
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历史教训，
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
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以切实之举
践行使命，以身体力行落实责任，汇聚起13
亿人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之力。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坚持艰苦创业，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品格艰苦奋斗、攻坚
克难。在当年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塞罕坝人
吃黑莜面、喝冰雪水、睡地窨子，激发起的
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冷
乎冻乎不在乎”的乐观主义情怀；更坚持依
靠科学精神解决高寒地区造林育林的技术

难题，一代接着一代干，创造了从一棵树到
百万亩林海的人间奇迹。 建设美丽中国的
进程中，无论是破除能源资源约束难题，还
是偿还生态环境欠账， 都不是一次冲锋就
可以解决的。 但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
斗的传统， 发扬爬冰卧雪、 以苦为乐的精
神，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持之
以恒、久久为功，什么难题不能破解，什么
大事不能干成？

弘扬塞罕坝精神，就要推进绿色发展，
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历经
55年建设发展，塞罕坝展现出生态良好、生
产发展、生活改善的美好图景，深刻印证了
“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论
断，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今天，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
染紧迫而艰巨，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更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塞
罕坝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启示我
们，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
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作为基本途径， 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
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 坚决摒弃以牺牲生
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才
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的优美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以塞罕坝精神为标杆，全面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
常新就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民富裕、国
家富强、中国美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载8月29日
《人民日报》）

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交通运输部
近日印发《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初步建
成航道网络有效衔接、港口布局科学合理、
船舶装备节能环保、 运输组织先进高效的
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体系。

指导意见提出了生态保护、 污染排放
控制、资源能源利用、运输组织等四个方面
的具体目标， 提出了完善长江经济带绿色

航运发展规划、 建设生态友好的绿色航运
基础设施、 推广清洁低碳的绿色航运技术
装备、创新节能高效的绿色航运组织体系、
提升绿色航运治理能力、 深入开展绿色航
运发展专项行动等6个方面的工作， 共17
项任务要求。

同时发布的还有《港口岸电布局方

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沿
海和内河主要港口以及船舶排放控制区内
港口50%以上已建的集装箱、客滚、邮轮、3
千吨级以上客运和5万吨级以上干散货专
业化泊位，具备向船舶提供岸电的能力。同
时，鼓励岸电需求较大、基础条件较好的港
口争取实现100%的泊位岸电覆盖率。

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底，将在全
国主要港口和排放控制区港口共布局493
个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能力的专业化泊
位，其中沿海366个、内河泊位127个。经测
算，方案实施后，船舶靠港期间二氧化硫排
放量预计每年可减少6万吨，氮氧化物减少
11万吨，PM2.5减少0.8万吨。

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体系2020年初步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