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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高級幹部研習十九大精神：強化政治自覺

中國偵察機赴黃海東海遠海訓練
空軍常態化海訓着眼提升實戰能力 「到了過去沒有到過的區域」

七方面推動國防工業軍民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

申進科昨日在華北某機場發

佈消息說，中國空軍近日出

動偵察機赴黃海東海遠海訓

練，「飛了過去沒有飛過的

航線，到了過去沒有到過的

區域」。當天，空軍同步組

織了殲擊機、預警機和地空

導彈部隊實施協同訓練。空

軍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

神，在加強實戰化軍事訓

練、提高備戰打仗能力上，

既有新氣象更有新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中
央軍委批准，全軍高級幹部學習貫徹黨
的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昨日在國防大
學開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
委副主席張又俠在研討班開班動員時強
調，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是當前
和今後一個時期全軍首要政治任務，要
堅決貫徹習主席「軍隊要走在前列」的
重要指示要求，進一步強化政治自覺，
擔起政治責任，抓住帶根本性的問題深
刻領悟，以扎實有力的舉措推動黨的十
九大精神落到實處。
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華主持會議。
張又俠指出，各級要把學習貫徹黨的

十九大精神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切實按
照習主席「學懂、弄通、做實」的要
求，原汁原味、入腦入心、落實落地地
學，向學習上的不正之風開刀，真正把
這項政治任務抓扎實。要聚焦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靈魂，
突出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權威這個最大政治，緊貼全面推進
新時代強軍事業這個現實任務，抓住堅
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這個關鍵，全面系
統掌握、融會貫通理解黨的十九大精

神。要在「實」上取得更大成效，切實
用大會精神改造思想、改造工作，轉化
為思維方法、思路舉措。各級領導幹部
要以自身的全面過硬立起領導幹部的好
樣子、新氣象。

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
中央軍委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認真

組織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
的通知》，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深入學
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興起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
神熱潮。

《通知》強調，要抓好系統學習、深
入學習，納入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
習、領導幹部理論輪訓、部隊思想政治
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論課教學，深入領會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時代背景、科學體系、精神實質、實踐
要求，深入領會這一思想的重大政治意
義、理論意義、實踐意義，進一步堅定
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的政治信仰，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水
平。要在全面學習的基礎上，突出學好
習近平強軍思想，深入學習《習近平論
強軍興軍》，學習習主席最新重要講話

精神，全面領會思想體系和精髓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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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弘揚理論聯
繫實際的優良學風，貫徹「關鍵要實」
的要求，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功夫，進
一步強化維護核心、維護權威、維護和
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政治自覺和行動
自覺，進一步增強「八個本領」、提高
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的能力素質。各級
領導幹部要帶頭深鑽細研，真正學深悟
透，運用自身學習成果搞好對基層官兵
的宣講輔導，推動部隊學習貫徹不斷深
入。

多支航空兵部隊飛了過去沒有飛過的
海上航線，到了過去沒有到過的公海區
域，提升了海上方向實戰能力，推進了
作戰指揮能力建設。

多次實訓提升戰力
申進科說，空軍常態化組織航空兵海
上方向實戰化軍事訓練。空軍要飛得更
遠更深，不斷提升實戰能力，忠實履行
空軍使命，維護國家戰略利益。
根據官方此前的公開消息，今年7月，

中國空軍亦曾多次進行遠海遠洋訓練。
當時，中國空軍殲擊機、轟炸機、預警
機等多型多架戰機，從多個機場起飛進

行常態化遠海遠洋訓練，編隊飛越了巴
士海峽和宮古海峽，達成了既定訓練目
的，提升了海上遠程作戰能力。

運-9模擬空投成功
另據報道，中國空軍運-9機群近日從

西部某機場出發，奔襲數千公里，抵達
南海某島礁進行空投演練。這是國產中
型運輸機首次實施長航程海上訓練，標
誌着運-9飛機已全面形成戰鬥力。
任務當日清晨，川西某軍用機場，數

架運-9飛機騰空而起，一路穿越崇山峻
嶺和重重雲靄。正午過後，機群飛抵位
於南海的某島礁，機組在無人工標誌、

無氣象資料、無指揮引導的條件下實施
模擬空投。隨後，運輸機繞島礁盤旋一
周後飛返內陸，並於當夜安全着陸在川
西某軍用機場。
執行這次任務的長機機長、空軍航空

兵某團團長劉寶介紹，長航時、遠距離
海上飛行，對於飛行員的技術水平和裝
備保障提出了很高要求。出發前，機組
人員針對海上訓練課目可能出現的各種
特情，進行了預想預防，逐一分析、研
究、演練處置方法；機務人員針對海上
飛行特點，研究制定了相應的保障預
案，確保了模擬空投的圓滿成功。
運-9飛機是一款國產中型運輸機，首

裝空軍航空兵某團後，先後奔赴戈壁大
漠、雪域高原、南海之濱進行訓練，經
歷了沙塵暴、雷電、大風等極端危險天
氣的考驗，圓滿完成了陸空聯演、重裝
空投、實兵空降等重大演訓任務。2016
年9月，運-9飛機還首次飛出國門，執
行軍事空運任務。2017年，運-9飛機與
運-20飛機組成混合編隊，參加慶祝建
軍90周年閱兵。隨後，首次參加「國
際軍事比賽-2017」「航空飛鏢」項目
比賽，在運輸機組比武中取得優異成
績。目前，這個團作為「運-9 首裝
團」，正在向「全域到達、全程使用」
邁進。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推動國防科技工
業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意見》（以
下簡稱《意見》），對推動國防科技工
業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作出全面部署。
《意見》指出，國防科技工業是軍
民融合發展的重點領域，是實施軍民
融合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提
升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水平、
支撐國防軍隊建設、推動科學技術進
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
義。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軍民融合
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軍民融合由
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過渡、進而實現
跨越發展的關鍵期，國防科技工業領
域軍民融合潛力巨大。

國家主導市場運作
《意見》從七個方面提出了推動國

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具體
政策措施，主要包括：進一步擴大軍
工開放，推動軍品科研生產能力結構
調整，擴大軍工單位外部協作，積極
引入社會資本參與軍工企業股份制改
造；加強軍民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
推動科技創新基地和設備設施等資源
雙向開放共享，加強軍工重大試驗設
施統籌使用，推動技術基礎資源軍民
共享；促進軍民技術相互支撐、有效
轉化，推動完善國防科技工業科技成
果管理制度，加大軍用技術推廣支持
力度；支撐太空、網絡空間、海洋等
重點領域建設；推動軍工服務國民經
濟發展，發展典型軍民融合產業，培
育發展軍工高技術產業增長點，以軍
工能力自主化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推
進武器裝備動員和核應急安全建設，
強化武器裝備動員工作；完善法規政

策體系。
《意見》提出，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

合要堅持國家主導、市場運作，健全完
善政策，打破行業壁壘，推動公平競
爭，實現優勝劣汰，加快形成全要素、
多領域、高效益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
局；堅持問題導向、務求實效，圍繞
「軍轉民」、「民參軍」、軍民兩用技
術產業化、軍民資源互通共享等重點領
域，突出解決深層次和重點、難點問
題，向更廣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
發展；堅持協同推進、成熟先行，充分
發揮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作用，調動軍
工集團公司、軍隊科研單位和中科院、
高等院校以及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其他
民口單位等多方面積極性，形成各方密
切合作、協同推進的強大合力，注重政
策統籌協調，有序推進，成熟一項、落
實一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昨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無論日方玩弄什麼把戲，都改變不了釣魚島及
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事實。
有記者問，據日本媒體報道，沖繩縣石垣
市市長擬於本周一向市議會提交議案，將釣魚
島行政區劃由「石垣市登野城」更名為「石垣
市登野城尖閣」。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回應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決
心堅定不移。無論日方玩弄什麼把戲，都改變
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我們敦促日方
正視歷史和現實，停止在這一問題上製造事
端，避免損害兩國關係改善勢頭」。

中日海事磋商今日舉行
另有記者提問，據了解，中日雙方商定於
今年內舉行第八輪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你
能否提供具體磋商時間、地點和議題？
耿爽表示，經雙方商定，中日第八輪海洋
事務高級別磋商將於今日（5日）至明日在
上海舉行，來自雙方外交、防務、海上執法
和海洋管理等部門的人員將參加。
耿爽說，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機制是
雙方涉海事務的綜合性溝通協調機制，中方
期待在本輪磋商中與日方就共同關心的涉海
問題充分交換意見，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互
信。

中方敦促日停止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

■耿爽指出，無論日方玩弄什麼把戲，都改變
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固有領土的事實。中央社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史料畫冊首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80周年和第四個國家公
祭日來臨之際，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
型史料畫冊《130 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實
錄》，昨日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
首發。該書真實地記錄了130位南京大屠殺受
害者和倖存者的悲慘遭遇，被專家認為填補
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史料空白。

近十載艱苦調查
近500幅受害者生存狀況照片和侵華日軍血
腥屠殺中國平民的史料照片，20餘萬字的受
害者口述經歷，深刻揭露當年日本侵略者滅

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
該書作者是著名的侵華日軍暴行獨立調查

研究學者、攝影家李曉方，自20世紀90年代
中期，他自發自費開展田野調查，尋訪侵華
日軍實施的細菌戰、化學武器攻擊、「慰安
婦」制度、擄日勞工、無差別大轟炸等各種
罪行的受害倖存者，先後尋訪到日軍各類暴
行受害倖存者千餘名。自2016年底以來，李
曉方用不到一年時間出版了《90位倖存慰安
婦實錄》《侵華日軍細菌戰鼠疫、霍亂受害
倖存者實錄》《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鼻疽
受害倖存者實錄》《130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實錄》等四本大型史實圖書。

李曉方說，他自2008年開始調查南京大屠
殺倖存者，數年的艱苦調查，他先後見到了
150多位受害者，受害者的血淚史讓他更加堅
定要把侵華日軍當年的滔天罪行揭露出來。
令人遺憾的是，書中記錄的不少倖存者近年
來先後去世，目前只有數十位仍在世。
書中的兩位受害倖存者夏淑琴和朱秀英也受

邀參加了首發式，並在現場講述了各自的慘痛
遭遇。家裡共有7位親人被日軍殘忍殺害的夏
淑琴老人激動地說，每當想起一家人被殘殺的
情景，自己就難以平靜。「為什麼80年過去
了，日本政府到現在還不敢承認南京大屠殺，
還不敢向我們道個歉？」她不斷地反問道。

高毒農藥
5年內全部禁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正
在使用的12種高毒農藥，依據風險大小
和替代產品生產使用情況，將加快淘汰進
程，力爭5年內全部禁用，以降低農產品
的品質安全風險。
據悉，今年農業部對硫丹、溴甲烷2種

高毒農藥發佈了公告，確定將於2019年
全面禁用。同時，涕滅威、甲拌磷、水胺
硫磷將於2018年退出；滅線磷、氧樂
果、甲基異構柳磷、磷化鋁將力爭於
2020年前退出；氯化苦、克百威和滅多
威將力爭於2022年前退出。

■《130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實
錄》作者李曉方介紹調查和寫作過
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攝

■■空軍運空軍運--99飛越南海島礁飛越南海島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遠距離海上飛行對於飛行員遠距離海上飛行對於飛行員
的技術水平和裝備保障提出了的技術水平和裝備保障提出了
很高要求很高要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空軍偵察機此次遠海訓練中國空軍偵察機此次遠海訓練，，飛了過去沒有飛過飛了過去沒有飛過
的航線的航線，，到了過去沒有到過的區域到了過去沒有到過的區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