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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27日就美国拉森号军舰进
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答记
者问时说，美方军舰有关行为威胁中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
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陆慷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军
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
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方有关部
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
警告。美方军舰有关行为威胁中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
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陆慷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的，中
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
关权利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
的，为历代中国政府所坚持。中方在

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建设，是主权范围
内的事，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不
会对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
和飞越自由造成任何影响。

陆慷说，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
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
自由，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
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利益。中方坚定维护自己的领土主
权、安全及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对
于任何国家的蓄意挑衅，中方都会坚
决予以应对。我们将继续严密监视有
关海空情况，并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中方
严正交涉，立即纠正错误，不得采取任何
威胁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危险、挑衅
行为，恪守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
立场的承诺，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
和地区和平稳定。”陆慷说。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美军将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

岛礁 12海里，国际舆论哗然。美国
人不远万里来南海炫耀武力、兴风
作浪，成为西太平洋的麻烦制造者，
让国际社会侧目，也引起了中国人
民的愤慨。

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搞事。南海
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是中国和相关
各方努力的结果。美国派军舰“巡航”
无疑是搅局，让平静、和平的南海变得
波涛汹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如果属实，我们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
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

众所周知，中美双方在不同层级
上就南海问题保持着沟通，美方对中
方的原则立场是清楚的。作为太平洋
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维护和平之海，
中美双方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不仅
能够造福两国人民，也将有力促进亚
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上月

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南海问题达成了
“保持建设性沟通”的共识。奥巴马总
统当时表示，相信双方有能力管控分
歧，同意在南海等问题上开展良性互
动，表明两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对话协
商，把分歧点转化为合作点。

美方表态言犹在耳，眼下却派军
舰近距离“巡航”我南海岛礁周边海
域，其反复无常的做派令人诧异。这
种挑衅性举动是对南海和地区和平稳
定的不负责任，有悖于国际大义和自
身承诺。

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是美方为
堂而皇之在南海展开行动打出的旗
号，但其本身是个伪命题。众所周
知，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中方对此有着充足的历史和
法理依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南
海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南海是中国
对外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国比

任何国家都需要南海和平、安全、稳
定。当前，中国正积极努力同东盟
国家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的框架下，积极推进“南海
行为准则”的磋商。

中国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了
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不影响也不针
对任何国家，不应过度解读。中方岛
礁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岛上人员工作
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
服务，也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
自由和安全。

有人想搞事，中国人不怕事。习
近平主席最近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强
调，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
国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中国人民都不
会答应。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柳丝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美国南海炫耀武力不负责任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外交部副
部长张业遂27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
斯，就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
礁邻近海域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张业遂说，美方不顾中方近来多次严
正交涉和再三劝阻，派“拉森”号军舰非法
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此
举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危及礁上人员和
设施安全，是对中方的严重挑衅。中方对
美方上述行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张业遂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
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最早发
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沙群岛，并最早、持续
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中国一向尊重
和维护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
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此为名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南海地区迄未发生

过任何妨碍航行和飞越自由的事情，今后
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也不会出现问题。
美方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行炫耀
武力之实，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不仅威胁
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权利，也损害
南海和平稳定，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张业遂表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自
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
益。对于任何国家的蓄意挑衅，中方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应对。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中方严
正立场，珍惜当前南海地区总体和平稳
定的局面，珍惜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积
极发展势头，停止采取任何威胁中国主
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恪守在领土主权
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切实维护中
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召见美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北京出席中日韩
研讨会期间，有境外媒体问及美军将
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 12海里

事。王毅应询表示，关于此事，我们正
在核实当中，如果属实，我们奉劝美方
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
生非。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奉劝美方不要无事生非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海军新
闻发言人梁阳27日对外发布消息称，27
日上午，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

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我海军
舰艇和航空兵依法对美舰进行了必要
的、合法的、专业的跟踪、监视和警告。

梁阳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军将坚决
履行职责使命，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和

海洋权益，坚定不移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梁阳表示，中国海军将继续严密监

视有关海空情况，防止发生危害中国国

家安全的情况和海空意外事件。在此，
我们敦促美方加强对本国过往船只和航
空器活动的管理，防止引发不测事件。

美舰进入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

海军舰机依法对其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
中国海军将继续严密监视有关海空情况，防止发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和海空意外事件

新华社北京10月 27日电 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27日就美舰进
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
发表谈话。

杨宇军说，10月27日，美方不顾
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和坚决反对，派

“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
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美方有关
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危及岛礁
人员及设施安全，危及我渔民正常生
产作业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中
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军“兰州”
号导弹驱逐舰和“台州”号巡逻舰依
法予以警告。

杨宇军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这有着充分的
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在驻守多年
的南沙部分岛礁进行相关建设和设
施维护，主要是为各类民事需求服
务，为各国的共同利益服务。美方派
军舰进入中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进
行挑衅，对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岛

礁设施和驻守人员安全构成严重威
胁。

杨宇军指出，多年来，美方在公开
场合多次提议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各
方舰机航行安全。然而美方在行动上
却不顾中方一再反对，派军舰进入中
方驻守岛礁近岸水域，导致双方海空
兵力近距离接触，对双方人员的安全
都构成直接威胁，极易引发意外事件，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杨宇军强调，南海海域有着宽
阔的国际航道，每日有大量的世界
各国商船过往南海，航行自由没有
受到任何干扰。美军舰放着宽阔的
国际航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中方
驻守岛礁近岸水域炫耀武力，是对
国际法上“航行自由”的一种滥用。
当前，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正在就

“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各国均
表达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
极意愿。在此形势下，美方作为域
外国家派军舰进入南海挑衅中国国
家安全，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

定，是意图制造南海地区军事化的
胁迫行动。

杨宇军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
两军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双方就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

“空中相遇”附件和重大军事行动相
互通报机制中新增“军事危机通报”
附件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在风险
管控方面迈出新的步伐。然而，此
次美方军舰的挑衅行为严重损害双
方互信，与中美双方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和两军关系的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
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从构建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出发，本着“不
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采取切实措
施纠正错误做法，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杨宇军表示，中国军队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的意志坚定不移。我们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
全。

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美方滥用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郝
亚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日下午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见第70届联大主席吕克
托夫特。

李克强表示，当前联合国发展处
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中国作为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各国继续
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促
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维护世界的
安全与稳定。

李克强指出，发展是消除全球贫
困与冲突的根源、保障人民基本权利
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更是解决一
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方愿与世界
各国共同推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环境协
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南南合作，加强南
北对话，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取得新成
果，走出一条创新、开放、公平、全面的

发展之路。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
动巴黎气候变化会议达成全面、均衡、
有力度的新协议。

吕克托夫特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落实可持续发展
议程所作努力，表示期待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继续积极发挥
作用。联合国愿同中方和各国一道，落
实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所达成
的共识，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交换了意见。

李克强会见第70届联大主席吕克托夫特时强调

中方愿与各国共同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

10月 27日，由上海交
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的研
究团队宣布，在采用代谢工
程策略培育高含量青蒿素青
蒿及产业化研究领域取得重
大突破。通过运用“青蒿代
谢调控和代谢工程技术”，青
蒿素的生产成本可降低到
1000元/公斤，从而解决我
国目前面临的青蒿素原料成
本高的难题。 新华社发

10月 26日，天津市第
一例全3D腹腔镜下远端胃
癌根治手术在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胃肠肛肠外科完成，
手术团队成员戴着 3D 眼
镜、观看3D屏幕实施手术
操作，完成肿瘤切除、淋巴清
扫和消化道重建，整个手术
历时 3 小 时 ，出血不足
20ml，在上腹部仅切开约
4cm切口取出切除标本。

新华社发

上海交大
在青蒿代谢工程
育种领域获重大突破

天津完成
全3D腹腔镜下
远端胃癌根治手术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侯
云龙）民资进入电信业进程正在稳步前进。记者
日前获悉，工信部等主管部门近期已委托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和三大运营商，制定虚拟运营商试
点评估考核标准，年底将开始对现有虚拟运营商
试点企业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运营商企业将获
批正式的虚拟运营商牌照。

据知情专家介绍，根据考核结果，工信部将最
快于明年年初向民企发放正式业务牌照，三大运
营商则将在随后与获得牌照的企业签订正式的虚
拟运营商业务合作协议。

由于虚拟运营商业务是首个正式向民资开放
试点的基础电信业务，因此民资“转正”问题一直
备受外界关注。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宽
带接入网业务等基础电信业务也开始向民资敞开
大门。随着虚拟运营商民企“转正”，基础电信业
务向民资全面开放的步伐也将加快，并将有望成
为未来电信业改革的主要思路。

民企明年初有望
获虚拟运营商牌照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李
唐宁）上海市日前表示，将于2016年1月1日起
实施《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建立
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至此，宣布
城乡居民医保并轨的省市已达八个。根据全国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研究制订整合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改革和试点实施意见的
工作将在11月前完成。

据记者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天津、青海、
山东、重庆、广东、宁夏、浙江等七个省市完成了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此外，新疆建设兵团也实行统一的居民
医疗保险制度。

八省市宣布实施
城乡医保并轨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齐
湘辉）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硏究
室主任陈进国近日在最新一期中国核心期刊《世
界宗教文化》发表长篇论文，首度全面系统介绍了
南海诸岛上的中国庙宇史迹及其变迁情况，以佐
证中国拥有南海诸岛无可争辩的主权。

通过近4年来多次实地踏勘，他在文中用翔实
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和近50幅实景照
片，证实中国先民在南海诸岛上兴建了各种文化
设施，包括大量的庙宇。这些庙宇设施既是岛礁
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也是渔民岛上活动的中心。

论文指出，近代以来，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
对南海诸岛提出所谓主权要求，依据就是“历史占
有”。为此，有些国家不惜上岛毁庙灭证，添加自
己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符号。但近现代的中西文
献、海峡两岸的陆上和水下考古调查、各类的实地
调查和口述资料，都如实地记录了南海诸岛的中
国庙宇史迹。这些史迹成为中国政府宣示主权、
捍卫固有领土的重要依据。

中国学者首度全面考证
南海诸岛庙宇史迹
佐证中国拥有南海诸岛无可争辩的主权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
工作人员。

任命陈肇雄、冯飞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任命王秦丰、顾炬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任
命李宝荣为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任命谭铁
牛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命刘玉珠为国家文物
局局长。

免去焦焕成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局长职务；免去励小捷的文化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职务；免去刘玉珠的文化部
部长助理职务；免去张志勇的国家税务总局副
局长职务；免去施尔畏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
务；免去时希平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
席职务。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10月27日，市民在使用“智能路灯杆”的充
电桩功能。

近日，一种新型的“智能路灯杆”在上海街头
亮相。这种路灯杆除具备传统的照明功能外，还
可以用做电动车充电桩、监测PM2.5的环境设
备、实现WiFi覆盖的城市微基站、传达信息的信
息查询系统等。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智能路灯杆”亮相上海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