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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軍委聯指中心 要求貫徹強軍思想

習近平：強化備戰打贏能力
■ 習近平聽取全
軍練兵備戰工作
匯報後發表重要
講話。
講話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軍委聯指總指揮習近平昨日視
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時強調，實
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
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必須扭住
能打仗、打勝仗這個關鍵，在備戰打

視頻慰問吉布提基地官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網報道，在
軍委聯指中心，習近平通過視頻呼點一
線任務部隊。他首先同駐守邊防海防的
有關任務部隊官兵通話。「日常戰備訓
練抓得如何？」「相關保障工作搞得怎
麼樣？」「還有哪些實際困難？」習近
平問得很仔細。他叮囑大家保持高度戒
備，做好隨時應對突發情況準備。
接着，習近平通過視頻察看了駐吉

布提保障基地。該基地是解放軍第一個
海外保障基地，習近平詳細了解基地建
設運行、執勤訓練和官兵工作生活情
況，勉勵他們樹立好中國軍人良好形
象，促進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習近平
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向任務部隊官兵
表示親切慰問，官兵們齊聲高呼，「一
定不辱使命、不負重托，請主席放心！
請祖國和人民放心！」

仗上有一個大的加強。全軍要認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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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學習貫
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形勢
下軍事戰略方針，強化使命擔當，強
化改革創新，強化工作落實，全面提
高新時代備戰打仗能力，為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戰略支撐。

習近平對解放軍備戰打仗問題一直高度重
視。黨的十九大閉幕後第 2 天，習近平

■習近平昨日帶領軍委
一班人研究軍委聯指中
心建設情況。
心建設情況
。 新華社

主持第一次軍委常務會議，就強調軍委班子要
推動全軍各項工作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

勉勵再接再厲提高指揮力
昨日上午9時30分許，習近平一身戎裝來到
軍委聯指中心大樓。他帶領軍委一班人研究軍
委聯指中心建設情況。習近平指出，軍隊是要
準備打仗的，軍委必須懂打仗、善謀略、會指
揮，軍委工作一開始就要把備戰打仗的指揮棒
立起來。今天到軍委聯指中心來，就是要亮明
態度，從我做起，從軍委做起，強化備戰打仗
導向，提高打贏本領，抓實備戰工作，帶領我
軍真正做到能打仗、打勝仗，擔當起黨和人民
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
軍委聯指中心內，身着各軍兵種作訓服的值
班人員正在緊張有序地忙碌着。習近平逐一察
看各個部位，詳細詢問有關情況，同值班人員
深入交流。
軍委聯指中心是軍委的戰略指揮中樞，每天
都有大批軍事行動指令從這裡發出。去年 4
月，習近平曾專程視察這裡。看到一年多來軍
委聯指中心取得許多新進步，習近平十分高
興，勉勵大家再接再厲，不斷提高聯合作戰指
揮能力。

強化憂患危機及打仗意識
習近平在聽取了全軍練兵備戰工作匯報後，
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充分肯定了黨的十八大
以來全軍練兵備戰取得的成績。他強調，我國
正處在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前景十分光
明，挑戰也十分嚴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
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軍事鬥爭
是進行偉大鬥爭的重要方面，打贏能力是維護
國家安全的戰略能力。全軍要強化憂患意識、
危機意識、打仗意識，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盡快把備戰打仗能力搞
上去。

全軍興起大抓軍事訓練熱
習近平指出，要密切關注國家安全形勢變
化，扎實做好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做
到一旦有事能快速應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要着力強化戰鬥隊思想，落
實戰鬥力標準。要着力創新戰爭和作戰籌劃，
緊跟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演變，緊貼作戰任
務、作戰對手、作戰環境，大興作戰問題研究
之風。要着力加強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和能力建
設，解放思想，創新實踐，加大工作力度，打
造堅強高效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要着力
深化實戰化軍事訓練，堅持仗怎麼打兵就怎麼
練，打仗需要什麼就苦練什麼，把官兵積極
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激發出來，在全軍興
起大抓軍事訓練熱潮。

樹立正確事業權力地位觀
習近平強調，全軍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
幹部要做備戰打仗帶頭人。要樹立正確的事業
觀、權力觀、地位觀，樹牢備戰打仗意識。要
堅持刀口向內，自覺來一場大學習，集中精力
研究軍事、研究戰爭、研究打仗，提高戰略素
養、聯合素養、指揮素養、科技素養，帶頭在
重大軍事鬥爭實踐和軍事演訓活動中磨礪自
己，把打仗本領搞過硬。要堅持問題導向，一
抓到底，在解決一個一個實際問題中推動備戰
工作落實。要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強化督導問
責，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把備戰打仗工
作嚴起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
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
又俠，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成、苗華、
張升民參加活動。

《人民日報》
：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發《人民
日報》11 月 4 日評論員文章，指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國防和軍隊
建設也進入了新時代。一支走過 90 年光
輝歷程的勝利之師，在新的歷史起點整
裝再發。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就
要全面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形
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建設一支聽黨指
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
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

必須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文章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

路，必須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
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十
九大報告把「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
領導」，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一。面對國家安
全環境的深刻變化，面對強國強軍的時
代要求，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最
重要的就是全面貫徹黨領導人民軍隊的
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牢固確立習近
平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
地位，不斷強化「四個意識」、增強
「四個自信」，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
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

向、以黨的意志為意志，為實現強軍目
標提供根本保證。

必須堅持改革強軍依法治軍
文章進一步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
之路，必須按照強軍方略要求，堅持政治
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
加強軍隊黨的建設，開展「傳承紅色基
因、擔當強軍重任」主題教育，推進軍人
榮譽體系建設，才能培養出有靈魂、有本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時代革命軍人，
永葆人民軍隊性質、宗旨、本色。
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必須以新理

南方日報：
團結一心的中共要苦幹實幹
香港文匯報訊 習近平總書記 10 月 31 日
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瞻
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
船，追尋我們黨的根脈，不忘初心再出
發。《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作為全黨擁護、人民愛戴、當之無愧
的黨的領袖，習近平總書記以深刻話語和
扎實行動，為廣大黨員幹部群眾作出表
率，向全黨全國發出了牢記使命、永遠奮
鬥的新時代動員令，凝聚起億萬人民團結
一心、苦幹實幹的磅礡力量。
文章寫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
指出，96 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不改、
矢志不渝，一步接一步，從藍圖到現實，
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夢想。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在於我們黨始
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幹在一起，永遠與人
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
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
中告誡全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

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
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
力。」如果不付諸行動，再宏偉的藍圖都
會落空，再美好的夢想也不可能成真。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
的事業，需要全黨全國人民付出艱苦努
力，用苦幹實幹托起中國夢。我們要始終
保持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
麼一種拚命精神，披荊斬棘、一往無前。
文章進一步指出，我們要向習近平總書
記看齊，堅決聽從習近平總書記的指揮，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
裝頭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
宗旨，不斷帶領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堅定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一步一個腳印向
着美好未來和最高理想前進；始終保持謙
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不畏艱難、不
怕犧牲，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
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
懈奮鬥。

念為指引，牢牢把握「五個更加注重」：
更加注重聚焦實戰，更加注重創新驅動，
更加注重體系建設，更加注重集約高效，
更加注重軍民融合。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持
戰鬥力標準，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
量，構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
完善國防動員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
出的這些新要求，體現了新發展理念，明
確了強軍興軍思路，把這些戰略部署轉化
為工作思路、工作舉措和具體行動，就能
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
贏戰爭，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凝聚實
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強大力量。

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
中國將成世界經濟重要推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昨日
在 2017 杭州灣論壇上表示，中國
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勝
利閉幕為中國在全球化體系中的
角色注入了新動力。它不僅是中
國歷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也將對
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當前世界
充斥着諸多不確定性，缺乏全球
領袖和長遠視野，需要一股強有
力的力量站出來，帶領世界發展
並保持長期穩定。他相信歐盟與
中國的合作會成為新型全球化的
基石，並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兩大
重要推動力。

華與歐盟合作可成全球化基石
德維爾潘指出，美國已經在全球
事務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真空，美
國的孤立使得多邊合作倒退了一大
步，例如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這既是個人
主義，也是短視的。」因此，他認
為，世界需要一股強有力的力量站
出來，帶領世界發展並保持長期穩
定。而歐盟與中國的合作可以成為
新型全球化的基石，共同建立一個
更加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經
濟。
「對歐洲和中國來說貿易都是
增長發動機。」德維爾潘表示，
歐洲是中國第一個貿易額達到
6,000 億美元的夥伴，中國對歐洲
企業來說也是關鍵市場。近年來
中國在歐洲的投資大為增加，僅
在 2016 年，歐洲市場上來自中國
的投資近 460 億美元。此外，「一
帶一路」倡議極大地提供了經濟
發展的新空間，從武漢到法國里
昂、從成都到捷克布拉格，這些
鐵路網絡的形成，為中歐貿易發
展帶來了非常多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