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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白洁、
杨依军）“八一”建军节前夕，5位外国媒体
驻京记者31日在国防部外事办公室新闻
发布厅参加了每月例行的国防部记者会。
这是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制度自2011年4
月27日建立以来，首度对外国媒体开放。

首批受邀参加记者会的有8位外媒记
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俄塔社、巴
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日本
《朝日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当天，5位
记者到会，3位记者因没在北京而缺席。

当天的记者会持续80分钟。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在记者会上回答了18

个提问，其中4个来自外国媒体，内容涉及
近期军演对民航航班的影响、军队反腐、

“2014－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印军事关
系等。

耿雁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国防
部例行记者会向外国媒体记者开放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过程，“从例行记者会制度建立
的那一天起，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瞄着向国内
外媒体开放这一目标的。”

他说，记者会制度建立之初，由于刚起
步，只邀请了一些大陆和香港媒体，后来拓
展到澳门和台湾媒体，现在具备了向外媒
开放的条件。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一直与外

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24小时接
受记者问询电话、传真等，“双方对彼此都
不陌生”。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仓重奈苗说，能
够直接到现场与发言人当面沟通是个非常
好的机会，对记者而言直接沟通最有效。

“以后我每次都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于2007年9

月正式设立。2008年5月18日，在汶川地
震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首次公开亮相。国防部例行记者会迄
今举行37次，成为外界了解中国军队发展
进程、观察中国军队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迄今共有7支部队先后向外国驻华媒
体集体开放，分别是北京军区装甲六师、
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北京军区工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陆军航空兵
第四直升机团、陆军第47集团军防空旅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北京军区装甲六师是第一支向外媒开放
的部队，当时恰逢北京奥运会前夕。这支部队
是最早实现整师机械化并且具有独立奔袭作
战能力的装甲部队，代表中国陆军先进水平。

之后，每年“八一”建军节前都会有外媒

记者通过“中外记者进军营”活动受邀走进基
层部队。他们前五次参访的都是驻守北京的
部队，2013年首次走到京外，访问驻守西安的
陆军第47集团军防空旅，观摩了轻型冲锋枪、
火箭筒等武器装备及对空射击模拟训练。

中国军队一些重大涉外军事行动，如
联合军演、军舰出访、人道主义救援等，也
向外媒记者敞开大门。近年来，中国与多
个国家军队举行了反恐、特种作战、反海
盗、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空降、海上行动等
领域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和训练70余次，

其中“和平使命”系列联合军演、中俄海上
系列联合军演、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
合实兵演练、中国巴基斯坦“友谊”系列陆
军反恐联合训练等很多联演联训活动，都
邀请有关国家媒体参与采访报道。

近年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先后67次出
国访问，足迹走遍五大洲71个国家。每到一
地，中国军舰都向往访国的广大民众和媒体
记者开放，中国军舰和海军官兵已成为中国
军队的海上名片。 记者 白洁 熊争艳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我军哪些部队和重大军事行动曾向外媒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白瑞雪、白洁）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在7月31日举行的国防部例
行记者会上，就军演影响民航航班、军队反腐等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耿雁生介绍，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代号为“和
平使命－2014”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将于8月24日至
29日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
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将派部队参演。

军演影响了航班
耿雁生向各界致谢

多家媒体就军演对民航航班造成的影响提问，耿
雁生回应说，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航班运行是
客观存在的，各国概莫能外。军队和民航有关部门就
这次演习密切协调，提前发布相关消息，采取多种措
施，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对航班的影响。

耿雁生向国内外航空公司、广大乘客和社会各界
对航班延误给予的理解致以感谢。他同时表示，国家
和军队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推进空管体制改革，以期优
化空域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保障军民航飞行更加安
全、顺畅和高效。

针对中国军队近期举行的一系列演习，耿雁生
说，这些演习都是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不要做无端联系、过度解读。如果有人对这些演
练活动疑神疑鬼、对号入座的话，那完全是他自己
的问题。”

在回答有关中国设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问题
时，耿雁生表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信息化条件
下联合作战的必然要求，我军进行了积极探索，下一步
要适时深化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
指挥体系改革之路。

首支蓝军部队军演表现不俗

关于蓝军部队建设，耿雁生介绍说，我军已组建了
第一支专业化模拟蓝军部队，在前不久举行的“跨越－
2014·朱日和”等演习演练中充当了“磨刀石”角色，表
现不俗。至于蓝军部队到底扮演哪一个具体对象，要
根据训练内容和要求来确定。

针对媒体就徐才厚和谷俊山案的提问，耿雁生回
应说，全军官兵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任何人不
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
到严肃查处，军队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任何
人也不能心存侥幸。

针对外界称中国“和平方舟”号在环太军演中“拒
绝参加日本主导的救灾演习”的说法，耿雁生说，这些
报道属于炒作。今年4月召开的环太演习终期计划会
确定中方与日方参演兵力不存在指挥关系，中方参演
舰艇6月底抵达夏威夷之后也没有收到参加六国联合
救难演习的邀请。

关于中印军事关系，耿雁生说，去年中印双方在
边境地区发生的事件通过对话协商已经得到妥善解
决，双方还就两军总部间建立热线电话事宜保持着
密切沟通。

美方舰机频繁对华抵近侦察
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

会后有记者问，美国海军披露“中国派出一艘侦察
船前往环太演习海域搜集情报”，中方对此如何评价？

耿雁生指出，中国海军舰艇在美国领海以外海域
航行，符合相关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中方
希望美方尊重中方舰船依法享有的权利。

“长期以来，美军舰机到中国管辖海域及其上空进
行高频度的侦察活动，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安

全，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而中国海军舰艇
的活动，无论是范围还是数量、方式，与美
方舰机频繁对华抵近侦察是不同的。”耿
雁生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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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记者会首向外媒开放

新闻链接

从中日军机“异常接近”到“陆基反导技术试验”

中国军队怎样对外发声？

6月12日下午2点，中国国防部网站公
布一条视频，题为“日军机从我图－154飞机
左下方危险接近，距离约30米左右”。

“这是国防部第一次对外公布视频证
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说，现在的新
闻发布已从依托发言、文字的政策宣示、道
义谴责，进入到比拼事实、证据以进行法理
斗争的阶段。“不能光谴责，得拿出证据。有
图有真相。一个证据胜过十次发言。”

这条不到一分钟的视频，12个小时之
内，被点击2696万余次，其中70％是境外
用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媒体大量转载，
其中大多数中左翼媒体援引这条视频和相
关图片证据，直接引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原话，质疑日本政府“恶人先告状”。

视频证据出台的背后，是中国军队多部

门、多层级密切联动的紧张的20个小时：
6月11日上午，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在

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例行巡逻。10时17分
至28分，中方图-154飞机在我近海有关空域
正常飞行时，遭到日2架F-15飞机抵近跟踪，
最近距离约30米，严重影响中方飞行安全。

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接到路
透社、共同社等外媒询问，求证中日军机

“异常接近”事件。
新闻事务局立即会同军队有关部门核

实情况、研判证据、拟制口径、外交交涉、直
至发布视频，创下了近年来中国军队应对
重大涉外突发事件的最快纪录。

这次事件的应对，是中国军队在“没有硝
烟的战场”打的一个漂亮仗，但为什么有一些
涉外热点问题，很少听到军队的声音？耿雁
生说，军事是和平时期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
手段。如果军队频频发声，可能会导致局势
升级，这不符合中国整体的对外战略。“很多
时候，军队引而不发更有力量”。

首次公布中日军机“异常接近”视频
20个小时内拿出视频证据，创下近年来中国军队应对

重大涉外突发事件的最快纪录，这条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12个小时之内被点击2696万余次，其中70％是境外用户

最近一周，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
《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
纷纷报道中国军队的陆基反导技术试验。

他们援引的消息源，都是中国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7月23日晚8点左右发布的信
息：当天，中国在境内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
反导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世界范围看，反导试验涉及尖端而复
杂的军事技术。我们在试验当晚即主动向全
世界公开，说明中国军事信息发布机制的完
善，军事透明度不断增强。”国防大学军事后
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教授谭凯家说。

“试验之前，新闻发布部门就与军队相
关主管部门充分沟通协调，试验成功后及时

向外界发布信息。尽管有西方媒体猜测我们
试验的意图、技术细节和影响，但总体上比较
客观，没有形成大规模炒作。”耿雁生说。

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姚云竹认为，如此及时发布也证明
军队各部门之间的情况通报形成了较成
熟的机制。

反导试验、航母、大运飞机等中国新型武
器装备的发展动向，一直吸引着世界“军迷”
们的注意，也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持续关注。

“在缺乏信息时，外媒要靠想象力来弥
补信息的空白，难免会出现误解。我们提
供更多事实，他们的报道就可能会更加真
实客观平衡，当然那些故意恶毒攻击、污

蔑、造谣的言论除外。”耿雁生说。
从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服役至

今的不到两年里，国内外媒体从未停止对
航母的兴趣，提出形形色色的问题，发言人
从不躲闪：当外媒说中国航母技术“山寨”
外国，发言人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自主创新”；当媒体问航母会否远
航，发言人答“航母不是‘宅男’”；当记者问
未来航母建设，发言人掷地有声，“辽宁舰
绝对不会是唯一一艘航母。”

针对一些媒体质疑反导试验、航母等
尖端技术设备披露信息仍旧偏少，姚云竹
说：“军队信息发布，和其他信息发布有区
别，其发布前提是不能损害国家安全，这在
世界各国都一样。各国军队都要在保障外
界知情权与恪守机密、维护国家安全之间
保持平衡。” 记者 熊争艳 白洁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当晚发布陆基反导试验信息
中国军事信息发布机制完善，军事透明度不断增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中国系列军演
不针对任何国家

7月31日，外国记者参加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摄

中日军机“异常接近”。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
刚31日就美国务院发言人涉华错误言论答记者
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有记者问，7月30日，美国务院副发言人哈
夫称，美方对伊力哈木案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
政府将其释放，并确保其人权及自由。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秦刚说，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违法犯罪。目
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美方屡屡打着所谓“人
权”、“自由”旗号，对案件的执法、司法指手画脚，
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
对和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
做法，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美方
打“人权”旗号
干涉中国主权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
刚31日就加拿大方面称中国黑客攻击加国家研
究院事答记者问时表示，加方无端指责是不负责
任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据报道，加拿大政府国库委员会近
日发表声明称，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高端黑客近
期曾试图入侵加国家研究院电脑系统。加外长
称，加政府已就此与中方高层进行讨论。请介绍
中方立场。

秦刚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包括“黑客”行为
在内的任何破坏互联网和电脑网络系统的犯罪活
动，并坚决予以打击。加方在缺乏可信证据情况
下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加方纠正错误，停止
对中方的无端指责，消除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

外交部回应加拿大称中国黑客攻击：

无端指责 不负责任

■■■■■ ■■■■■ ■■■■■

7月30日，在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县5100
米中巴边境的7号界碑前，武警新疆边防总队红
其拉甫边防检查站为五名长年坚守在高原的警官
们举办具有特殊意义的集体婚礼。 新华社发

海拔五千米界碑边

边防官兵特殊的集体婚礼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31日专电（刘兵、魏旭
升）7月30日17时，我国最后一位世袭王爷“库车
王”达吾提·买合苏提因病医治无效在库车县著名
旅游景点“库车王府”去世，享年88岁。

据库车县委宣传部介绍，达吾提·买合苏提逝
世前是我国唯一的世袭王爷，担任库车县政协副
主席职务。

达吾提·买合苏提14岁的时候，新疆军阀盛
世才为了巩固南疆的统治，由新疆督办公署批准
继承王位，成为第十二代库车王。1947 年至
1949年，达吾提·买合苏提担任新疆省政府参议
员。新中国成立后，达吾提·买合苏提先后担任库
车、沙雅、新和三县中心银行行长、农机修造厂厂
长、翻译等职务。1984年至今，担任库车县政协
副主席、人大代表。

达吾提·买合苏提虽曾是封建王爷，但也是新
疆各族群众爱戴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立场坚
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促进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就在去世的前一天，达吾提·买合苏提还专门
安排儿子帕尔哈提·达吾提到武警阿克苏地区支
队库车五大队慰问武警官兵，完成了生前最后一
个心愿。

2006年库车县政府投资重建的“库车王府”
向中外游客开放，达吾提·买合苏提作为这一旅游
开发项目的“形象大使”再次入住“王府”。

自1995年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王爷爱新觉罗·
溥杰去世后，时任新疆库车县政协副主席的“库车
王”达吾提·买合苏提就成为当时我国健在的最后
一位世袭王爷。

我国最后一位世袭王爷——

“库车王”去世

中国陆基反导拦截试验成功。

开放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时长80分钟 回答18个提问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钱春弦）中
国民用航空局31日晚间发布信息宣布，自8月1
日起华东和中南地区机场运行恢复正常，军民航
空部门将继续合作，努力减少航班延误。

中国民用航空局称，8月1日起，民航对华东
和中南地区部分机场实施的航班调减措施取消，
上述机场运行恢复正常。中国民用航空局对广
大乘客在此期间给予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中国民用航空局通报说，8月份依然是雷雨
等恶劣天气频发的季节，复杂天气和局部地区空
域繁忙等情况仍有可能出现，军民航空各级单位
将继续加强配合，共同努力减少航班延误。

华东中南地区机场
今起恢复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