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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建設高水平軍事科研機構
視察軍事科學院 囑重視育才引才聚才用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上午視察軍事科學院，
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對軍事科學院第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軍事科學院全體同志致以
誠摯的問候。他強調，軍事科學是指導軍事實踐、引領軍事變革的重要力量。要深入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
想，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堅持面向戰場、面向部隊、面向未來，堅持理技融合、
研用結合、軍民融合，加快發展現代軍事科學，努力建設高水平軍事科研機構。

軍事科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重要科
研機構，幾十年來為國防和軍隊建設

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這次深化國防和軍隊改
革中，軍事科學院進行了重塑，習近平去年
7 月向重新組建的軍事科學院授予軍旗並致
了訓詞。
9時15分許，習近平來到軍事科學院軍事
醫學研究院，考察相關科研工程進展情況。
看到不少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習近平很
高興，勉勵大家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離開軍事醫學研究院，習近平來到軍事
科學院機關。習近平對科研人才高度重
視，他特意看望了在軍事科學院工作的
「兩院」院士，關切了解他們的工作情
況。習近平指出，你們是黨和軍隊的寶貴
財富，我一直惦念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成
果、帶好隊伍，為強軍興軍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叮囑有關部門要充分尊重人才、關愛
人才，扎實做好育才、引才、聚才、用才工
作，不拘一格降人才，打造高素質軍事科
研人才方陣。

軍事科研須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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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展板、一件件實物，集中展示了
軍事科學院的科研成就。習近平看得很仔
細，不時駐足詢問，詳細了解科研項目進展
情況，對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在熱烈
的掌聲中，習近平親切接見了軍事科學院第
八次黨代會全體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隨後，習近平聽取軍事科學院工作匯
報，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軍事科學研
究具有很強的探索性，要把創新擺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做好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加強
軍事理論創新、國防科技創新、軍事科研工
作組織模式創新，把軍事科研創新的引擎全
速發動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
見了由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副委員長朴泰成率領的朝鮮勞動黨友好參
觀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滬寧參加會見等有關活動。
朴泰成首先轉達金正恩對習近平總書
記的親切問候。習近平請朴泰成轉達對金
正恩委員長的誠摯問候。習近平表示，今
年 3 月金正恩委員長成功訪華，我同他舉
行了歷史性會晤，上星期我又同金正恩
委員長在大連成功會晤，就雙方共同關心
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溝通，為新時代中朝
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這次朝鮮所有道、
市委員長共同組團訪華，既是落實我同金
正恩委員長兩次會晤重要共識的具體舉
措，也是兩黨開展的一次重要交往，體
現了金正恩委員長和朝黨中央對加強兩
黨兩國交流互鑒、深化中朝友好合作的
高度重視。相信雙方將以此訪為契機，
深化交流合作，推動中朝友好合作關係
不斷向前發展。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金正恩委員
長帶領朝鮮黨和人民走符合自身國情的
發展道路，願同朝方深化治黨治國經驗
交流，推動兩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
新的更大發展。在座的各位道、市委員
長同志是推動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
中堅力量，祝願你們在金正恩委員長領
導下，推動朝鮮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
朴泰成表示，朝中兩黨最高領導人發揚
朝中傳統友誼，接連舉行同志般親切的歷
史性會晤，推動朝中關係進入新階段。此

次由朝鮮所有道、市委員長組成的友好參
觀團受金正恩委員長指派訪華，旨在落實
兩黨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學習中國經濟
建設和改革開放經驗，為朝黨貫徹落實集
中力量優先發展經濟的新戰略路線發揮積
極作用，為鞏固兩黨領導人親自提升的朝
中友誼作出新的貢獻。
會見前，習近平同朝鮮勞動黨友好參觀
團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參加上述活
動。

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新時代，朝鮮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的歷
史時期。我們支持改善北南關係、推動
朝美對話、實現半島無核化，支持朝鮮

中新社報道稱，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
中方代表團中，兩位成員是新加入的成員，
一位是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一位是工信
部副部長羅文。上次北京磋商中他們沒有出

■昨日，習近平會見朝鮮勞動黨友好參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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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快評：着眼新時代中國發展世界坐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習近平總書記15日主持召開中央外事
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央視就此發表快評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
重要講話 ，着眼於新時代中國發展的世
界坐標，把握中國與世界新的歷史交匯
點，對新形勢下外事工作進行統籌佈局和
全面部署，是引領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譜寫
新時代新篇章的重要指引。
快評指出，「大就要有大的樣子。」中
國當然要有彰顯自身特色的大國外交。黨
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
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
領導下，我們積極推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
新，開創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局面。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應美國政府邀請，
習近平主席特使、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
人劉鶴率領的中方經貿團於當地時間 15 日
下午抵達華盛頓。北京的外貿專家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工信部和農業部高官隨團訪美，
此輪談判可能會涉及中美高科技合作以及農
產品進口等問題。如果美方能夠拿出足夠誠
意，雙方在貿易平衡方面可能會達成一些具
體成果，中國有望進口更多美國農產品以及
服務業。
此次中方代表團成員來自各主要經濟部
門，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中央財經委員
會辦公室副主任廖岷、外交部副部長鄭澤
光、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羅文、財政部副
部長朱光耀、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商務
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等。
據了解，在中方代表團抵達前已有中方工作
組於上周抵美，與美方有關部門進行了密集
磋商。

&

農業及工信代表新加入

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更大發展

中央深刻思考並洞察人類前途命運以及中
國和世界發展大勢，在外交領域提出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立了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走出了一條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路。踏上新征程，我
們要繼續加強黨中央對外事工作的集中統
一領導，進一步深化外交佈局，落實重大
外交活動規劃。
快評認為，今日的世界，我們既面對着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大勢，也遭遇
着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的不利條件。面
對這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我們要始終堅持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
裝頭腦，堅定清醒有作為，準確把握國際
形勢變化的規律，既認清中國和世界發展
大勢，又看到前進道路上面臨的風險挑

戰。未雨綢繆、妥善應對，堅定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作為黨中央外交決策的協調機構，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要始終遵循習總書記的教
導，發揮決策議事協調作用，推動外交理
論和實踐創新，為外事工作不斷開創新局
面提供有力指導。要強化頂層設計和統籌
協調，提高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能
力。
快評最後表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
們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
想指引下，堅定走好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
路，肩負起新使命、實現新作為、煥發新
氣象，把自身發展同國家、民族、人類的
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為世界和平與發展
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核心技術須突破
習近平強調，要加快實施科技興軍戰
略，鞏固和加強優勢領域，加大新興領域創
新力度，加強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技術
孵化孕育。要堅持自主創新的戰略基點，堅
定不移加快自主創新步伐，盡早實現核心技
術突破。要堅持聚焦實戰，抓好科技創新成
果轉化運用，使科技創新更好為戰鬥力建設
服務。
習近平指出，要推進軍事科研領域政策
制度改革，形成順暢高效的運行機制，把創
新活力充分激發出來。要深入研究理論和科
技融合的內容、機制和手段，把理論和科技
融合的路子走實走好。要堅持開門搞科研，
加強協同創新，加強軍民融合，加強國際交
流合作，推動形成軍事科研工作大聯合、大
協作的生動局面。
習近平最後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
軍隊絕對領導，認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
求，把各級黨組織搞堅強，把黨的領導貫穿
軍事科研工作各方面和全過程。要加強科研
作風建設，加強科研經費管理，營造良好風
氣。各級要主動靠上去解決實際困難，把大
家擰成一股繩，努力開創新時代軍事科研工
作新局面。
許其亮、張又俠、魏鳳和、李作成、苗
華、張升民參加活動。

劉鶴率團抵美

習近平晤朝鮮參觀團：

願同朝方深化治黨治國經驗交流

習近平指出，要緊緊扭住戰爭和作戰問
題推進軍事理論創新，構建具有我軍特色、
符合現代戰爭規律的先進作戰理論體系，不
斷開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發展新
境界。要打通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
踐的閉環回路，讓軍事理論研究植根實踐沃
土、接受實踐檢驗，實現理論和實踐良性互
動。

現。
對於中方代表團的組成，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傑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由習近平特使劉鶴率領多個部委高官一
同訪美，顯示出中國對此次談判的誠意。其
中，工信部的加入可能涉及到中興及中美高
科技領域合作的問題，農業部的加入則可能
會談及進口更多美國農產品的問題。
「無論是 5 月初美方訪京團還是此次中國
訪美團，人員組成規格都很高，可以說，中
美雙方都不希望目前的貿易摩擦升級成貿易
戰。」余淼傑說。
此次劉鶴率領中國代表團再赴美溝通，
被外界是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第三回合交手。
有分析稱，美方迫切希望減少兩國貿易差
額。對此，余淼傑認為，有關貿易平衡的問
題，雙方可能會達成一些具體成果，中國可
能會進口更多美國農產品和服務業。同時，
擴大對外開放領域也可能會有所成果，包括
降低進口車關稅、放寬外資准入等。
余淼傑說，在全球價值鏈中，中美處於
互補關係。雖然中國向美國出口最終產品，
但中國廠家從美國進口中間品或者原材料。
中美產業之間並不是替代，而是進一步的互
補。如果能夠彌合分歧，中美最終還是可以
走向合作共贏的。目前的關鍵點在於美方的
誠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美召開聽證會 商界：單邊關稅弊大於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
美國東部時間5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舉行公開聽證會，圍繞此前公佈的根據所
謂「301 調查」，建議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
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的措施，聽取各界意
見。
在第一天的聽證會上，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之前提出的，這份包含大約 1,300 個獨
立關稅項目的清單遭到許多企業和商會的反
對，一些企業認為這還不夠，如光伏企業
SolarWorld要求在清單中加入太陽能電池和
模塊。即使美國已經對中國光伏產品採取
「雙反」調查，更多的企業則表達了反對意
見，來自德克薩斯州的 Sanden International 在聽證會上表示，一旦對中國產品加徵關
稅，該企業每年將增加數千萬元人民幣的成
本，不得不裁員以保證生存，放棄中國的供
應商意味着整個產品線都要調整，這至少需
要5年的時間。
一些美國主要商界團體警告加徵關稅對
美國經濟和企業弊大於利。美國商會在書面
意見中說，加徵關稅是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

的「隱性徵稅」，將會破壞全球供應鏈並損
害美國製造商和出口商的競爭力，而且單邊
關稅策略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成功過，往往會
造成就業損失等不利後果。

華商會：傷害兩國企業消費者
中國國際貿促會、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
等中國商會也出席了這個聽證會，他們在聽
證會上表示，在中國，企業可以自由選擇合
作對象和合作內容，技術轉讓等均為自主自
願的市場行為，並無「301 調查」報告所說
的政府干預。美國「301 調查」徵稅措施解
決不了「301 調查」報告指出的任何問題，
也不能解決貿易平衡問題，反而只會傷害中
美兩國的無辜企業和消費者。
中國東南大學的法學學者易波在聽證會
上表示，中美貿易問題應該在 WTO 框架下
解決，美國一些人對於中國貿易的誤解和偏
見必須得到糾正。
此次聽證會引發美國各界關注，最終將
有一百多位發言者，原本一天的聽證會也延
期到了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