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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下午五六点钟，海潮随着暮
色退去。正值休渔季，成群的渔船栖息在潭
门镇的中心港口。

岸边静静停泊着一艘饱经风雨的渔船，
“琼琼海09045”。4年前，它曾见证潭门镇的
历史性时刻。

千年渔港，南海之门。2013年4月8日，
就任国家主席后第26天，习近平不远千里来
到这个仅两万多人口的海南东部小镇。

【解说词】这并非一次普通意义的国内
考察。2个多月前，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
就中菲南海问题针对中国单方面提起仲裁
案。习近平此时到访，彰显了深邃的战略视
野，饱含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护海卫国的拳
拳之心。

【同期】习近平：如果要到那边遇到台
风了，是往回赶还是到哪里去避？

渔民：有那个甲板，我们就是到那个甲
板下面，我们知道守在哪里可以避风。

习近平：都知道的。
渔民：都知道的。
习近平：这两次出去，有没有碰到找麻

烦的其他国家？
渔民：中国渔政都维护我们的。
【同期】习近平：跟大家照个相！
渔民：开始照了，大家高兴一点。鼓鼓

掌，大家来鼓鼓掌。
【同期】潭门镇渔民
我们整个南海都去，整个南沙都跑遍

了。最远是曾母暗沙。
【同期】潭门镇渔民
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
【解说词】发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和

民国，记载南海岛屿名称和位置的《更路
簿》，诉说着潭门渔民世代耕海的历史。这
份航海指南，是我国渔民发现和开发南海诸
岛的生动见证。

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南
海风浪渐起。外部势力频繁介入，海上安全
紧张加剧，百姓生活受到波及。一面借所谓
仲裁案唱苦情的政治闹剧，一面打着“航行
自由”的幌子搞强权的军事把戏，一些域内
外力量彼此唱和，唯恐南海不乱。

【同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 阮宗泽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
面提起南海仲裁，等于是绕开了这样一种规
则，它是对过去中国和菲律宾达成的共识的
破坏和违背。

【同期】潭门镇渔民
菲律宾那里很猖狂，派那个军警出来赶

我们。但我们说，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同期】潭门镇渔民
紧紧追赶我们，开枪射击我们。
【同期】潭门镇渔民
那信号弹打到我们的后面甲板上。
【解说词】地区的紧张形势，像蝴蝶翅

膀扇起的一场风暴，不仅让潭门渔民担惊受
怕，也给生活在菲律宾达沃的蕉农兰迪·贡
扎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期】菲律宾达沃蕉农 兰迪·贡扎礼
那是在2013年，我砍掉了将近1000棵

香蕉树。
【解说词】强而不霸，和谐海洋。党

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海洋强国成为中国走
向世界强国的崭新姿态。中国不会走西方
扩张的老路，但也不会在无理索求面前忍气
吞声。

【字幕】2015年11月7日 新加坡 新加
坡国立大学演讲

【同期】习近平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维护

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合理的海洋权益，是
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解说词】观大势、谋大局，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针对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南海仲裁案，中国确立了

“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
【同期】时任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
无论仲裁庭作出什么裁决，都是非法

的、无效的，中方不会接受，不会承认。
【解说词】面对别有用心的污蔑、指责、

抹黑以及军事挑衅，海上、法理、外交、舆论，
中国全线应对。

【同期】外交部边海司司长 欧阳玉靖
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一些重大核

心利益问题上，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我们会
通过外交方方面面的渠道，维护我们的领土
主权、海洋权益不被侵犯。

【解说词】触摸祖国最南端，才能最真
切感受她的脉搏。南海，这片面积约356万
平方公里的阔朗海域，散落着200多个明珠
般的岛礁。

【字幕】2015年11月7日 新加坡 新加
坡国立大学演讲

【同期】习近平
中国将坚持同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

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和协
商解决有关争议。

【字幕】2016年3月31日 美国华盛顿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

【字幕】2016年6月18日 塞尔维亚贝
尔格莱德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

【字幕】2016年6月25日 中国北京 习
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举行会谈

【解说词】2016年3月31日，美国华盛
顿；6月18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6月25
日，中国北京……习近平亲力亲为，在各种
双多边场合针对南海问题，亮明中国立场，
阐释中国主张。

公道自在人心。2016年5月，中阿合作
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举行。阿
盟和21个阿拉伯国家发表《多哈宣言》。阿
盟成为首个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方的区域
组织，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据：80多个国家
和国际、地区组织从不同角度对中方立场表
示理解和支持。来自120个国家的240多个
政党、政治组织以及280多个知名智库、非政
府组织，发出客观、公正声音，支持中国通过
谈判磋商解决有关争议的立场。

【同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宋涛
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一大批政党和

政要支持我们的立场，在国际上主动发声、
伸张正义，有力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安
全利益。

【同期】德国特利大学国际公法和欧洲
法教授 亚历山大·普勒尔斯

南海的一些问题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范围之内。

【同期】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公法研究所
所长 斯特凡·塔尔蒙

（南海仲裁案）如果涉及到领土主权的
问题，就越界了。仲裁庭没有权力仲裁领土
的问题。

【解说词】所谓仲裁裁决公布前后，中
宣部先后部署了3场重量级南海问题研讨
会，分别于国际法庭所在地海牙、美国首都
华盛顿和东盟国家新加坡举行，旨在澄清国
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
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2016年7月5日，资深南海专家吴士存
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智库南海问
题对话会。

【同期】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士存
“不接受、不参与”，并不意味着我“无所

作为”。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叫作“庭
外斗争”。要告诉美国学者，中国的视角为
什么认定南海仲裁案组成的仲裁庭，它没有
管辖权。

【解说词】这场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
会，在美国国庆节后第一天举行，备受瞩
目。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主旨演讲，强调
仲裁庭即将作出的裁决不过是“一张废
纸”。中方的发言刚柔并济、义正辞严，给与
会者留下极深印象。

【同期】前国务委员 戴秉国
中国人并没有被吓倒，哪怕美国全部10

个航母战斗群都开进南海，我想也吓不倒中
国人。

【解说词】2016年7月12日，临时仲裁
庭作出荒谬裁决，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这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中，5名仲裁
员里，有4人均由颇具争议的时任国际海洋
法法庭庭长、日本人柳井俊二指派。临时仲
裁庭还租用位于海牙和平宫的常设仲裁庭
大厅开庭，企图通过“捆绑”自抬身价。从人
员构成到实体裁决，临时仲裁庭破绽百出，
毫无公正权威可言。

【同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习近平强调，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
案裁决的影响。

【解说词】7月12日当天，习近平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再次重申中方立
场：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菲律宾南海仲
裁案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所谓仲裁裁决公布后，中国政府第一时
间连续发表两份声明、一份白皮书，重申反
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
行动，表明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
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
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

【同期】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
所谓的仲裁庭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菲律

宾违法行为和非法诉求的基础之上，它的存
在不具备合法性，它所作出的一切裁决都是
徒劳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同期】外交部法律顾问 徐宏
在国际法上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立场，

得到国际同行的很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使
仲裁庭这个裁决的有效性受到很大的质
疑。我们说它是“一张废纸”，这个在法律上
是完全站得住的。

【解说词】保持定力、亮明底线，中国立
场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理解和支持。对南海
有关争议，中国坚持斗争与合作并举。秉持

“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沿着打造周
边命运共同体的正轨，中国与东盟国家海上
合作稳步推进，对话合作的善意和诚意得到
地区国家积极响应。

2016年10月18日，菲律宾新任总统杜
特尔特访华。中菲发布联合声明，两国关系
重回正轨。在此前后，越南总理阮春福、马
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相继而来，对话合作又一
次唱了主角。

【同期】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
这就是中国的初衷，提高东盟所有国家

（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互惠互利。

【解说词】中菲关系实现全面转圜，中
国同东盟各国海上合作稳步推进。历史上，
多少国家因领土纷争反目成仇，但中国走了
一条新路——化争端为合作机遇，化资源为
更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同期】菲律宾国际关系学学者 博比·
M·图瓦松

中国推进和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等方
面合作，是有价值的，是很好的理念。

【同期】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 赫曼·
克劳馥

中国采取的政策是关乎各国之间共同
繁荣的，表达了中国对这个地区的期盼。

【解说词】2016年深冬的一天，第25号
台风“蝎虎”正肆虐着黄岩岛海域。中国海
警护卫队接到潭门边防派出所通报称，中国
渔船在黄岩岛附近救起2名菲律宾落水渔
民。

当时台风瞬时风力最高达到14级，足以
倾覆一艘舰船。尽管如此，中国海警依然迅
速出动，在滔天巨浪中奋战了将近一天，最
终成功将菲律宾渔民营救至舰上。

【同期】中国海警船船长 吴志强
他们船翻掉以后，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政委就号召大家，我们自己船员拿
出衣服啊鞋啊给他们，就是给他们基本上是
很好的安置。

【解说词】3天后，黄岩岛东部海域，中
菲海警在颠簸的风浪中顺利交接被救渔
民。路透社评论说，这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迅
速升温。

【解说词】2017年2月，中菲海警联委
会正式成立；6月，20名菲律宾海警队员前往
中国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执法训练……“海警
外交”成为中菲关系的新亮点。

【同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 巴
里洛

我认为我们和（中国）海警之间没有任
何问题，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使命，几乎是
一模一样。如果需要搜索和救援，我们将一
直合作下去。

【解说词】2017年4月30日下午，中国
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菲律宾达沃。这是
7 年来中国海军对菲律宾的首次正式访
问。访问期间，杜特尔特登上中国海军长
春舰参观。

【同期】长春舰官兵
送一个150的舰帽。
【解说词】2017年5月，中国贵阳见证

了两场意义不同寻常的会议。中国与东盟
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提前完成今
年年中之前完成框架草案的目标。

【同期】菲律宾驻华大使 罗马纳
菲律宾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的前途是光

明的。会存在一些挑战，但是我们要把重点
放在合作和友谊。

【解说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岛上
第一大港口城市达沃，用它高温潮湿的气
候，孕育着香蕉的甘甜。兰迪·贡扎礼在自
家的香蕉园忙碌着，为好收成而高兴。

【同期】菲律宾达沃蕉农 兰迪·贡扎礼
如果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这样保持下去，

生意会很好。
【同期】菲律宾达沃蕉农 克里斯玫·阿

默拉
现在很多菲律宾出产的香蕉都是运往

中国，我们的收入也相应提高。
【解说词】一串串香蕉经过打包装箱，

从达沃港口出发，漂洋过海，运往中国。漫
漫海上航线，跃动着中菲经贸的强劲脉搏。

【同期】达沃国际集装箱码头副总裁
博尼法西奥·立卡延

每周出港口的10艘船里，有7艘去往中
国。

【解说词】相向而行，方为正道。2017
年8月5日，第50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开
幕。6日，备受瞩目的《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获得正式通过。多年坚持终不负，南海对话
合作之舟，迎来送帆的千里长风。

【字幕】2016年4月28日 中国北京 亚
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

【同期】习近平
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努力，将南海建

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解说词】4年多过去了，习近平的到访

成为潭门人最骄傲的回忆。
曾经恶浪汹涌，如今风波渐平。历尽沧

桑的广阔南海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百姓命运
相连，分享着同样的丰收与喜悦。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坚强捍
卫了南海主权权益。这片连接历史与未来的
蔚蓝色海洋，正在书写对话合作的崭新篇章！

【解说词】海阔风急，中国执法船向着
钓鱼岛的方向奋勇前行。

【解说词】中国执法船巡航钓鱼岛海域
期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多次通过无线
电向中方执法船发出警告，要求离开。

但中国执法船的回答是坚决而不容置
疑的。

【同期】中国海警队员 金湛
日本海保厅巡逻船，这里是中国海监编

队。中国海监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巡航，
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你船须遵守我国
法律法规。

【解说词】1988年出生的海警员金湛，
肩负着向日方“喊话”宣示主权的职责。
2013年，他以“喊话哥”的身份走红网络。

【同期】中国海警队员 金湛
早上我们进入领海，当时已经看到日本

船。在确认它的身份之后，我们领导当机立
断，马上喊话，对它示明主权。

【解说词】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的中国执法船，不仅需要面对惊涛骇浪，更
需要时刻警惕复杂多变的海上形势。

不畏千里风浪，在一次又一次钓鱼岛巡
航任务中，中国海上执法队伍勇于担当，坚
定捍卫着国家主权。

【解说词】2012年9月11日，东京。日
本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一再严正交涉，
从2012财年预备金中支出20.5亿日元进行
所谓的“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
将三岛“收归国有”。

上世纪70年代，中日老一辈领导人以大
局为重，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
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

【同期】邓小平
我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

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
【同期】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

所长 李国强
这就是著名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到了2012年，日本采取了“国有化购岛”的行
为，从而激化了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
冲突。

【解说词】所谓“购岛”闹剧，严重侵犯

中国领土主权，引发中国强烈抗议，中方组
合拳接踵而来。

2012年 9月 10日，中国外交部严正声
明，日本政府所谓的“购岛”完全是非法的、
无效的；9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
首次播报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天气预报；9月
1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
交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
标表和海图；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
中国的坚定声音，增进世界各国对钓鱼

岛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引发广泛关注。2014
年3月，一部名叫《钓鱼岛真相》的美国纪录
片在洛杉矶上映。

【同期】纪录片《钓鱼岛真相》
钓鱼岛在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

的时候，已经有了文字描述。另一个历史证
据是，1783年绘制的航海图，和1876年日本
官方绘制的日本全图，上面显示钓鱼岛不是
日本的一部分。

【同期】纪录片《钓鱼岛真相》导演 克
里斯蒂·里比

世界需要知道真相，因为世界并不知
道，由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人们所了
解的并不总是事实。事实是钓鱼岛是中国
的，而且这一事实已经存续几百年了。

【解说词】2014年新年刚过，中日驻英
大使在英国BBC王牌节目《新闻之夜》展开
舌战的精彩视频刷爆网络。这场不失风度
的睿智交锋，中国大使刘晓明完胜时任日
本大使林景一。两天后，就有驻美、驻俄、
驻哈萨克斯坦、驻厄瓜多尔等7位中国大使
密集发声，揭批日本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
的立场。

2012年12月13日，中国海监B-3837飞
机抵达钓鱼岛领空，与正在钓鱼岛领海内巡
航的中国海上执法船队会合，首次实现对钓
鱼岛海空立体巡航。

【字幕】2016年7月1日 中国北京 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

【同期】习近平
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

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
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
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
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解说词】潮起潮涌，风起风息。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始
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致力于同各国共谋
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解说词】2014年9月，中日重启海洋
事务高级别磋商；两个月后，中日双方就处
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应约会见来
华出席 APEC 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这是所谓“购岛”闹剧后，中日领导人首次面
对面会谈，世人瞩目。

习近平指出，希望日方切实按照共识精
神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同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
授 刘江永

中日之间达成四点共识，要坚决捍卫
中国领土主权这样一个共同的决心，我们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绕开
漩涡，避免冲突的危险性，推动两国关系向
前发展。

【字幕】2016年9月 日本东京 第十二
届北京-东京论坛

【解说词】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合作
共赢才是大格局。2015年10月和2016年9
月，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北京-东京论坛”分
别在北京和东京举行，中日各界代表上千人
次参与对话。2017年6月，在日本福冈举办
第七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坚持对
话，管控分歧，海上合作有序推进。

以史为鉴，避开漩涡与乱流才能行稳致
远；面向未来，把握和平与发展才能不畏浮
云。新时期的浩瀚东海上，对话与合作是指
引更好未来的正确航向。

【解说词】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半岛形
势复杂多变。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并试射
弹道导弹，美韩实施空中演习。各方针锋相
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素有“冷战活化石”之称的朝鲜半岛，一
次次阴云密布。

【字幕】2016年4月28日 中国北京 亚
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

【同期】习近平
作为半岛近邻,我们决不允许半岛生

战生乱，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对谁都没有
好处。

【解说词】大洋彼岸，海湖庄园，一场会
晤引发全球关注。这是习近平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第一次见面。会晤中，两位元首交换
了对朝鲜问题的详细看法，并共同确认致力
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特朗普后来
回忆，习近平耐心地阐述了中朝关系的历
史。

此后3个月里，中美元首三度通话，密切
关注半岛局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
会，“习特会”再度举行。习近平再次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针对半岛局势，中方多次表示，愿同各
方密切沟通协调，为维护半岛地区和平稳定
作出积极努力。

【同期】外交部党委书记 张业遂
朝鲜半岛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外国

领导人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中国
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三个坚
持”。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解说词】面对半岛新形势，中国在“双
轨并行”思路以外，又提出“双暂停”倡议，客
观公正，合情合理，务实可行。为缓解半岛
紧张局势、推动重启接触对话、维护地区和
平安宁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同期】外交部党委书记 张业遂
中方提出了“双暂停”倡议，就是朝鲜暂

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倡
议的出发点就是给局势降温，为通过对话接
触、政治解决问题创造条件，维护半岛的和
平稳定。

【解说词】2017年7月6日，德国柏林。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两国元首就朝
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
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解说词】冉冉上升的亚洲，有着变革
时代难以避免的迷茫与困惑。一方面，它是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它又
是安全威胁和冲突动荡的多发区。

【字幕】2014年5月21日 中国上海 亚
信第四次峰会

【同期】习近平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

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
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认为，应该积极倡
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
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
安全之路。

【解说词】习近平提出构建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亚洲安全合
作未来指明了方向。

【解说词】2015年6月2日上午，亚丁湾
东部海域，西南风5级，浪高2到3米。中国
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特战队员乘坐小艇，
登上中国籍“远春湖”号油轮，执行随船护卫
任务。

这艘油轮装载着价值20多亿元人民币
的原油，从亚丁湾东部海域，驶往曼德海峡
南口。航运过程中的“远春湖”号，非常容易
成为海盗袭扰的对象。

50小时零距离守护，“远春湖”号一路向
西，平安抵达解护点。

对往来亚丁湾海域的中国商船来说，有
了这些头戴国徽的士兵、飘扬国旗的舰船，
就有了保驾护航最坚强的后盾！

【解说词】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利益
维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11
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
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2015年5月26日，
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
书，首次提到“海外利益攸关区”概念。

中国军队“走出去”，提高维护海外利
益能力，是全球化时代保障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对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至关重要。

截至2017年7月，中国海军保持着编队
自身和被护商船“两个百分之百安全”的骄
人纪录。

【解说词】2017年7月11日，广东湛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在
井冈山舰、东海岛船分区列队。

【同期】基地官兵
出征！
【解说词】这场简短而庄重的出征仪

式，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作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个海外基地，吉布提保障基地在
中国军队“走出去”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
意义。

5年来，中国军队“走出去”的脚步日益
坚定，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中国
军队三军仪仗队正式亮相莫斯科红场，参加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中国舰艇
编队赴美国夏威夷参与“环太平洋-2016”演
习；湘潭舰代表中国海军前往德国首次参加
国际航海盛会“基尔周”；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来到英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海军远航访问
编队抵达沙特开始访问之旅……沉稳而坚
定的中国军队，向世界传递共谋和平的决心
和诚意，展现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大
国担当。

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公民、越来
越多企业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发展。与

“走出去”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海外中国企
业、公民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在全球安全
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要复杂。

【同期】中方联合执法人员
继续跟踪！
明白！
【解说词】“金三角”，举世皆知的毒品

产地之一。2013年3月，湄公河孟巴里奥水
域。潜伏多时的中老联合执法人员，锁定了
向河流下游地区驶去的货船“晨宇”号。

【同期】公安部禁毒局禁制毒品处处
长 于海滨

3月19日凌晨，发回的信息说这艘船只，
装满了疑似的毒品，开始从梭累码头出发。

【解说词】前后半年时间调查，潜伏两
周，40余人出动。水上缉毒现场瞬息万变，
战机稍纵即逝。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寻，中
老联合执法人员最终成功拦截“晨宇”号，发
现船上藏有大量冰毒！

【同期】公安部禁毒局禁制毒品处处
长 于海滨

当时这艘船的5名嫌疑犯都已被抓获。
经过搜查之后，在后舱的甲板下，查获到了
毒品，这批毒品是579.7公斤。

【解说词】2011年10月5日上午，“华平
号”和“玉兴8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

水域被劫持，船上共有13名中国船员惨遭
贩毒集团杀害。湄公河惨案举世震惊。为
了维护湄公河航道安全，在中方倡导下，中
老缅泰共同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
机制。

如今，“黄金水道”再现繁荣，对往来湄
公河的中国商船来说，有了祖国巡逻执法船
贴身守护，更安心、更踏实。

2014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朱马里时指出，要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加强
湄公河流域联合巡逻执法和边境管理，合力
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

自2013年启动以来，“平安航道”联合扫
毒行动成果累累。截至2016年底，共破获涉
毒案件近2万起，抓获嫌犯2万多人，被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视为地区性禁毒
合作典范。

2015年，柬埔寨、越南加入“平安航道”
联合扫毒行动，四国合作发展为六国联手。

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开辟了
区域执法安全合作新路径，得到地区各国广
泛支持。

【同期】泰国肃毒委员会驻华公使 阿
披科

在过去数年中，我们六国携手合作，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说词】从军队“走出去”到执法力量
“走出去”，“中国脚步”走到哪里，“中国保护”
就跟到哪里。中国外交坚持“外交为民”，运
用更丰富的资源，使用更多样的手段，探索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维权之路。

【解说词】2016年11月16日下午3时
许，一架从美国飞来的航班在北京首都机场
降落。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色通缉
令”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同期】“百名红色通缉令”人员 杨
秀珠

我要劝劝跟我一样的这些官员，或者逃
出去的这些人。你们想想看，我是“红通一
号”，我们的祖国对我也就是这么礼待了，请
他们快回来。

【解说词】这里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自 2014 年 6 月成立以来，为杨秀珠归
案，他们做了大量工作。

【同期】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
腐败工作组中方组长 蔡为

杨秀珠她是“百名红通”之首，所以说她
的归案意义重大。中美双方在杨秀珠案件
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字幕】2014年1月14日 中国北京 中
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

【同期】习近平
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

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
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解说词】2014 年 6 月成立中央追逃
办，同年7月，部署“猎狐”行动；2015年3月，
启动“天网”行动；同年4月，公布“百名红通
令”……

天网恢恢，虽远必追。党的十八大以
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持续深入推
进，雷厉风行、拳拳到位。

【同期】时任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刘建超

总书记明确把追逃追赃工作、反腐败执
法合作要求纳入外交工作的整体布局。他
80多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来提起此事，取得
了非常大的成效。

【解说词】2014年11月，北京雁栖湖，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正式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

【字幕】2014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北京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闭幕式

【同期】习近平
我们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

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逃追
赃、开展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

【解说词】这是第一个由我国主导起草
的国际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
次以一国首都命名的反腐败宣言，让全世界
看到了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同期】外交部长 王毅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消所有违法分子

的幻想，让他们明白，海外不是法外，避罪没
有天堂。

【解说词】一些西方国家逐渐抛弃成
见，与中国更积极开展反腐合作。一系列要
犯从美、加、澳、新等国被劝返、遣返和引渡。

【同期】“百名红色通缉令”人员 王国强
今天受党和国家政策的感召，我从美国

又回到了中国，接受组织的审查。
【解说词】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大力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密织全
球反腐“天网”，坚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海外再不是“避罪天堂”。

截至2017年5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
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051
人，追回赃款人民币90.98亿元。截至7月
底，“百名红通人员”到案43人。惩治腐败，
中国坚定不移！

【解说词】从南海维权、钓鱼岛巡航，到
与“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做斗争，
习近平引领中国外交锐意进取、破浪前行。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斗争
中，中国外交有定力、有魄力，不辱使命、无
愧担当！

【字幕】2017年8月1日 中国北京 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

【同期】习近平
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

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我们绝
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
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
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解说词】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解说词（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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