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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法制局：完善軍事法治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將改革進行到底》第8集《強軍

之路》下篇昨晚在央視播出。本篇指

出，改革強軍之路上的中國軍隊面貌一

新，領導管理體制實現歷史性變革；聯

合作戰指揮體制取得實質性突破；規模

結構和力量編成實現體系性重塑；聯勤

保障體制改革完成關鍵跨越。同時，這

輪改革加快了武器裝備更新換代步伐，

以三代裝備為主體、四代裝備為骨幹的

武器裝備體系正在形成。此外，本篇指

出，今年完成軍隊改革階段性任務。

本篇指出，習近平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
打破總部體制、大軍區體制和大陸軍體制

上，下的第一手重棋就是再造領導指揮體制。
四總部告別歷史舞台，軍委機關15個部門全新
登場，其中，正師級以上機構減少200多個，
人員精簡三分之一。去年4月20日，習近平視
察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中央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中心的成立，標誌着中國軍隊聯合作
戰指揮體制在希望的春天裡抽枝發芽。

陸軍員額比降至一半以下
過去軍區也經常搞聯合演習，實際還是臨時
「搭班子」，陸軍打天下、唱主角。不突破大
陸軍體制，拋棄大陸軍思維，就難以實現真正
的聯合作戰、聯合制勝。陸軍司令員李作成表
示，這次軍隊改革成立了陸軍領導機構，大幅
壓減了陸軍規模，調整優化了結構佈局，陸軍

佔全軍總員額的比例降到了50%以下。

擴大文職人員編配成亮點
本篇續指，新結構催生新戰力，新編成鍛造新
利劍。指揮層級更扁平，作戰編組更靈活，合成
化、模塊化程度更高。改革後的每一支部隊都向
着這個目標邁進。同時，這輪改革加快了武器裝
備更新換代步伐，以三代裝備為主體、四代裝備
為骨幹的武器裝備體系正在形成。

重構重塑後的人民軍隊，對高素質新型軍事
人才的需求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研
究論證新的文職人員條例，擴大文職人員編配
範圍，延攬更多社會優秀人才為軍隊建設服
務，是這次軍隊改革的一大亮點。
本篇最後指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按計

劃、有步驟扎實推進，2017年完成改革階段性
任務；2020年前，對相關領域改革作進一步調
整、優化和完善，持續推進各領域改革。

軍改今年完成階段性任務
《將改革進行到底》披露相關進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軍隊內
部有少數人近年漠視黨紀軍規，出現了腐敗現
象。對於十八大以來軍隊如何推進依法治軍，軍
委辦公廳軍委法制局副局長陸玉大校昨日在北京
表示，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是建軍
治軍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來，全軍堅決貫徹習
近平主席依法治軍戰略思想，貫徹落實黨中央、
中央軍委決策部署，強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維，
按照法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加快構建完善中國
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國防和軍隊建設法治化水平
邁上新台階。

實現全覆蓋 堅持零容忍
第一，解放軍堅持用強軍目標審視和引領軍

事立法，健全了與新的領導指揮體制相適應的
軍事立法體制機制，改革急需、備戰急用、官
兵急盼的法規制度陸續出台，實在管用系統配
套的中國特色軍事法規制度體系不斷完善。
第二，解放軍加快實現治軍方式三個根本性

轉變。按照法治要求，推進領導方式和指導方
式變革，軍隊建設、改革在法治軌道上積極穩
妥推進，黨委依法決策、機關依法指導、部隊

依法行動、官兵依法履職的良好局面正在形
成。
第三，着力增強軍事法規制度執行力，嚴密權

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各種監督手段各司其
職、同向發力，嚴肅軍紀、嚴格執法，抓鐵有
痕、踏石留印，實現全覆蓋、堅持零容忍，法規
制度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第四，不斷強化官兵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維，抓

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部隊法治教育訓
練有力推進，法治軍營創建活動蓬勃開展，全軍
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氛圍日益濃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通
訊員 宋起來 三沙報道）我國最南
端地級市——海南省三沙市昨日迎
來正式掛牌成立五周年紀念日。早
上6時40分許，三沙市政府在駐地
西沙永興島舉行了莊嚴的升旗儀
式，三沙市下轄其他8個島礁也同
步舉行聯動升旗儀式。
三沙設市五年來，基礎設施、

民生建設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學校、醫院、郵局、電信營業
廳、物資儲備中心及大型冷庫已
陸續建成，永興島、趙述島居委
會綜合樓投入使用。隨着「三沙
1號」萬噸級補給船的啟用和永
興機場公務航班的開通，困擾多
年的物資補給和交通往返問題迎
刃而解。

慶祝設市五周年
三沙9島聯動升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琳 北京
報道）央視大型政論專題片《將改
革進行到底》昨日播出第八集《強
軍之路》（下），各界反響強烈，
多位觀眾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強軍之路也是強國之路，是每一
個中華兒女的夢想」；「看到我國
正在建設現代化的軍隊，提振了我
們的信心。」
山東煙台退役軍人林新華表示，

「我雖然已不是軍人，但時刻關注
中國軍隊的發展。當前已在進行的
改革，以及未來的改革規劃，使我
對中國軍隊的未來充滿信心。」林
新華認為，改革後的軍隊在體制結
構格局面貌上出現了許多新變化，
制約軍隊建設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結構性矛盾基本得到了解決，軍隊
風氣明顯好轉。改革極大地釋放了
軍隊戰鬥力，中國軍隊備戰打仗能
力顯著提升。

在部隊大院長大的北京市民唐悅
表示，改革從來都不是易事，必然
會帶來陣痛和不適，軍改給周圍的
人和事帶來了一些變化，部分人的
利益受到了挑戰，偶爾會有不同的
聲音，這就更需要社會和人民的支
持和鼓勵。「看起來是軍隊自己的
事，但實際上是中國改革大局的一
部分。」她說，作為一個普通群
眾，應該多知利害、懂大局、順時
勢，「心往一起想，勁往一處使，
以正能量的言行為軍隊改革助力加
油」。

市民：以正能量言行助力軍改

■反坦克導彈
發 射 車 亮 相
2015中國抗戰
勝利70周年大
閱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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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北京市民
唐悅唐悅。。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孫琳記者孫琳攝攝

業主眾籌裝空調
給盡責保安消暑

■杭州業主自
發給小區保安
們眾籌買空
調。圖為炎熱
的保安亭。

網上圖片

昨日，記者在廣州南沙區東涌鎮東導村3隊海堤邊的
泰誠船舶碼頭，見到了獨具特色的「泰誠春天」號

遊艇。該遊艇長73尺，艇身自重約100噸，使用了約600
噸從東南亞進口的優質梢木和柚木製作而成。有資深遊艇
界人士評估該艘木製遊艇，市值可達1,500萬美金（約合
1.18億元港幣）。
在船東廣州市泰誠船舶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鄭貫看來，

自己親手打造的木製遊艇，匯聚了一個嶺南造船世家百年
來三代人的工匠精神，遠不是歐美遊艇風格所能比擬的。
「航公，是對做木船的人的尊稱。」5年前，為了紀念
爺爺和父親這些「航公佬」，鄭貫開始打造「南海老航
公」號。歷時兩年，一艘由老廣自己設計的全木質打造的
遊艇在2014年正式下水時，引來海內外遊艇愛好者和航
海界的火熱關注。
據悉，當時有人想高價購買，鄭貫婉言謝絕。鄭貫認
為，很多廣東人只知道廣船、黃船、文船等大型國企對航
海事業的貢獻，但很少人知道民企、私企中，也有許多廣
州人憑着幾代人的努力，一樣做出屬於航海界的民間智慧
作品。

歐洲圖紙 船型「瘦身」
2014年，「南海老航公」號下水當天，全新方案的木
製遊艇「泰誠春天」也同日動工。鄭貫說，該遊艇源於歐
洲的圖紙，原是純鐵殼船，船型「肥短」，不求速度，只
求舒適。圖紙到手之後，鄭貫率領團隊着手對原船身進行
優化「瘦身」，打造唯一一艘中西合璧的木遊艇。20多
人的團隊，從開工到下水，歷時整整3年。
據了解，整艘遊艇看不到一個外露「釘口」，都是純手
工、全木質，遊艇設計上的中國傳統元素隨處可見。讓人
嘖嘖稱奇的是，陽光甲板上獨立戶外音響和全船戶外燈帶
來的視覺聽覺享受，陽光甲板左右兩邊設有別出心裁同時
可容納10人的按摩浴缸，中西合璧，風格獨特。
鄭貫坦言，希望把中國元素和現代技術相結合，用中國

傳統木工工藝，打造世界級的全木質遊艇。

浙江杭州天氣炎熱，當地橡樹園小區的業主自
發籌款，為原本只有電風扇的保安崗亭裝空調，
希望盡職盡責的保安能有更好的工作環境。
小區業主阿永是發起這次眾籌的業主之一。

前兩天，阿永微信上聯繫到物業孫經理，說看
到保安們沒有空調太辛苦，想發動業主們給三
個大門的保安崗亭眾籌3台空調，他自己先出
500元人民幣，再發動業主們眾籌，如果不
夠，剩下的錢由他補足。原本計劃眾籌24小
時，結果才一個多小時，金額就到位了。
小區保安法師傅是東北人，他說杭州太熱

了，不分早晚都像個大蒸籠。他邊說邊把帽子
摘下來，抹了把頭上的汗，並感謝業主為保安
亭裝空調。 ■《都市快報》

當歐洲圖紙碰上中國工藝，一艘古典與現代兼具的中國風全

木質遊艇歷時三年終於竣工。同時，也因為其中西結合的「世

界首艘」木製遊艇標籤，吸

睛無數。該艘木質遊艇凝結

了嶺南造船世家百年來三代

人的工匠精神。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穗造船世家耗時三載穗造船世家耗時三載
手工打製首艘木遊艇手工打製首艘木遊艇

中國科學院
昆明動物研究
所東南亞野生
動物多樣性研
究組與國內外
團隊合作，近
日在雲南羅平
發現中國第一
種真洞穴鏢水
蚤—沈氏洞鏢
水蚤。此前，
鏢水蚤在世界
僅發現10種。
中國南方及

東南亞地區是喀斯特地貌發育較為集中
的區域，喀斯特地區分佈着大量的洞穴
和地下水，形成了許多洞穴魚類、蝦類
等，這些洞穴水生動物多在水體底層活
動，尋覓食物。鏢水蚤是地表浮游動物
中常見的類群，他們在進入洞穴環境中

後，只有極少數種群能適應地下黑暗和食物缺
乏的環境，並進化為長期在洞穴水體中營浮游
生物的真洞穴生物，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洞穴生
物形成中的特例，因此在世界僅發現了10種。
此次發現的沈氏洞鏢水蚤採自雲南羅平，其

眼點退化，附肢節數減少，具有典型的洞穴生
物特徵，為新屬新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昆明報道

■世界首艘中西結合的木製遊艇「泰誠春天」
號亮相，引起外界關注。

■■廣東造船世家三代廣東造船世家三代
創新創新，，歷時歷時33年打造年打造
世界首艘木質遊艇世界首艘木質遊艇。。

■■遊人登上遊遊人登上遊
艇拍體驗艇拍體驗。。

■雲南羅平發現中國第
一種真洞穴鏢水蚤雌雄
性草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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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媽網售煎餅受追捧東北大媽網售煎餅受追捧
在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集賢縣忠厚村，
煎餅鏊子幾乎是家家必備的炊具。忠厚村
村民祖輩多是山東人，因「闖關東」遷居
到此地。山東人喜食煎餅，把煎餅的味道
帶來了東北，忠厚村因此成為遠近聞名的
「煎餅屯」。

「只要味道好，牌子不會砸」
張大蘭祖輩就是這樣「闖」出來的。

她和同村人都沒想到，傳了幾代的鏊子上
攤出的一張張煎餅正在悄然改變他們的生
活。去年，當地政府把張大蘭的自製煎餅
放到電商平台售賣，再加上她自己在微信
朋友圈上賣力「吆喝」，一年竟賣了4萬
多元人民幣，還有不少「回頭客」。

淘米、蒸米、磨糊糊、發酵、攤
製……在旁人看來並無特別之處，但張
大蘭說：「這手藝是祖輩一代代傳下來
的，錯一步，就攤不出那個味兒。」儘管
傳統方法攤煎餅效率低下，每天攤出來的
煎餅有限，但張大蘭仍沒有放棄的念頭。
她說：「咱們賣的就是這個味道，只要味
道好，咱們這牌子就不會砸！」
在「煎餅屯」，像張大蘭這樣靠傳統

手藝找市場、闖市場的人越來越多。村支
書高中學說：「我們一開始也沒想到，天
天吃的玩意兒能賣出這麼好的價錢。」張
大蘭的兒子在四川打工，她正打算讓兒子
回家鄉「子承母業」，將煎餅手藝一代一
代傳下去。 ■新華社

■張大蘭在給灶
膛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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