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團十八大開幕 習近平到會祝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昨日上午在人民
大會堂開幕。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
李克強、栗戰書、汪洋、趙樂際、韓正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祝賀，王滬寧代
表黨中央致詞。
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氣氛熱烈。主
席台上方懸掛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標，後幕
正中懸掛的團徽熠熠生輝，10面鮮豔
的紅旗分列兩側。二樓眺台上懸掛着
「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偉大旗幟，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
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奮力譜寫決
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的壯麗青春篇章！」巨型
橫幅。1,5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團十
八大代表，肩負着8,100多萬共青團員
的重託出席大會。
上午9時30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等步入會
場，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委員賀軍科宣
佈大會開幕。全體起立，高唱國歌、團
歌。

王滬寧：當代青年重任在肩
王滬寧代表黨中央發表了題為《乘新

時代東風放飛青春夢想》的致詞。王
滬寧在致詞中說，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團十七大以
來，共青團提高政治站位、增強「四個
意識」，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銳意進
取、真抓實幹，深入推進共青團改革，
狠抓從嚴治團，各項工作實現新發展，
團幹部團員面貌呈現新氣象。廣大青年
自覺把個人奮鬥融入黨和人民的共同奮
鬥中，展現出當代青年愛黨愛國的堅定
信念、勇於創造的生機活力、甘於奉獻
的優良品格、自信開放的國際形象。
王滬寧表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青年

工作的重要思想，為做好新時代黨的青
年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實現黨的十九
大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
宏偉藍圖，當代青年重任在肩。希望廣
大青年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諄諄教誨，
始終堅定理想信念，着力錘鍊高尚品
格，不斷增長能力才幹，永遠保持奮鬥

精神，勇於投身創新創造，勇當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奏響新時代
的青春之歌。
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書記處第

一書記李玉賦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
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
合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學技術協
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華全
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向大會致賀詞。賀詞指出，各群團組織
要發揮各自優勢，加強相互支持，密切
團結協作，共同書寫新時代黨的群團事
業新篇章。
賀軍科代表共青團第十七屆中央委員

會作了題為《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奮力譜寫決
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的壯麗青春篇章》的報
告。報告分為8個部分：進入新時代的
中國青年和共青團；強國時代青年的歷
史使命；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統領共青團工作；培養擔當民
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青春建功新時
代；大力促進青年發展；共青團改革再
出發；全面從嚴治團。

全軍首支AIP潛艇部隊亮劍深藍
圓滿完成極限深潛 創下多項海軍紀錄

美防長：訪華為「傾聽」之旅

香港文匯報訊 央視《軍事報道》節目近日播出了海軍東海艦隊某潛艇

支隊的訓練畫面。在畫面中出現了該部隊最新裝備的新型AIP常規潛艇

（即不依賴空氣推進裝置的潛艇）。新華社前日又在報道中透露隸屬於東

海艦隊的解放軍首支AIP潛艇部隊實兵對抗演練細節，報道指潛艇部隊先

後有效破解某型魚雷攻擊低速目標、定點佈設某型水雷等多項潛艇作戰難

題，圓滿完成首型潛艇極限深潛、多型武器成功實射、戰備巡邏遠航等重

大演訓活動，創造常規潛艇遠航距離最遠、極限深潛深度最大、邊界條件

下擊沉實體靶船等多項海軍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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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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給新近入黨的電
影表演藝術家牛犇寫信，勉勵他發揮
好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繼續在從藝做
人上為廣大文藝工作者作表率。
習近平在信中說，得知你在耄耋之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自己的
夙願，我為此感到高興。
習近平指出，你把黨當作母親，把

入黨當成神聖的事情，60多年矢志不
渝追求進步，決心一輩子跟黨走，這
份執着的堅守令人感動。

冀帶動更多文藝工作者
習近平表示，幾十年來，你以黨員

標準要求自己，把為人民創作作為人
生追求，堅持社會效益至上，塑造了
許多富有生命力、感染力的藝術形
象，受到人民群眾高度評價和充分肯

定。希望你發揮好黨員先鋒模範作
用，繼續在從藝做人上作表率，帶動
更多文藝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懷、
有擔當的人，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
藝貢獻力量。
近日，83歲高齡的電影表演藝術家

牛犇入黨一事，引起媒體和社會廣泛
關注。牛犇是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
11歲起從事表演工作，參演過《龍鬚
溝》《紅色娘子軍》《天雲山傳奇》
《牧馬人》等一批膾炙人口的影片。
因其對中國電影的貢獻，2017年獲得
金雞獎終身成就獎。牛犇經歷過舊社
會的苦難，受老一輩電影人的影響，
青年時期就立志加入中國共產黨，幾
十年從未放棄追求進步。近年來，他
又多次向組織表達入黨意願。今年5
月31日，中共上海電影（集團）有限
公司演員劇團支部委員會同意吸收牛
犇為中共預備黨員。

老演員83歲入黨
總書記寫信勉勵

這是一次無腳本演練——隨機抽點一艘
潛艇，在規定時間內抵達指定海區。

艇長葉晉說，演練不預設機動航路、不明確
海區就位點、不劃定固定海域，且模擬攻擊
變成了實打操雷。

大洋設陣 全程對抗 砥礪硬功
攻防幾個回合，魚雷如離弦之箭撲向對
手，首發命中。自此，靜音性能好、水下自
持力高的AIP潛艇，成為被重點琢磨的對
手。而支隊「巧妙抵近」「主動示形、隱蔽
攻擊」等系列戰術，也被水面艦艇部隊視作
經典戰例，反覆研究破解之道。
大洋設陣、全程對抗，早已成為支隊常
態。
他們採取主動申請海區、潛艇交替出
海、連續參演等方式，常態化設置難局、險
局、危局等課目砥礪硬功。在一次次近似實
戰的較量中，支隊數十套隱蔽戰法得到檢
驗，官兵打贏本領和必勝信心大幅提升，並
邁開了從「拿敵練兵」到「尋敵練兵」的步
伐。
作為東海當面的主戰兵力、首戰兵力、
懾戰兵力，支隊「訓到大綱上限、訓出裝備
極限」，自提標準讓航程距離越來越遠、作

戰半徑越拉越長、下潛深度越來越深，挑戰
裝備安全臨界值，挖掘裝備和人員最大作戰
潛能。

高敵一環 遠敵一米 快敵一秒
「只有敢於挑戰極限、抵禦頑敵，才是
真正聚焦實戰。」支隊長劉榮富說，「平時
不練就『高敵一環、遠敵一米、快敵一秒』
的本領，戰時就難以穩操勝券。」
一次，某艇執行專項長航任務。艇長李
明帶領官兵長時間在深海大洋時而水下潛
航、時而快速機動、時而隱蔽周旋，將巡航
深度由以往40%提高到70%，水下訓練時
間由短時間斷性航行向高強度連續性航行轉
變，把裝備自給力逼到極限；全程不見陽
光，後期沒有蔬菜，身處高溫、高濕、高噪
的特殊工作環境，官兵極限化檢驗求勝意
志，全面提升實戰能力，創造出海軍常規潛
艇水下最大自持力紀錄。
官兵們先後攻克了30多個新裝備險難訓

練課目，查找和排除潛艇安全隱患數千條，
取得近百項技術革新成果，解決了制約戰鬥
力提升的「瓶頸」難題和裝備設計缺陷，數
項創新成果在潛艇部隊推廣使用，轉化為戰
鬥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理事會昨
日在此間舉行的年會上宣佈，已批准黎
巴嫩作為意向成員加入，其成員總數將
增至87個。
亞投行副行長丹尼．亞歷山大表示，

歡迎黎巴嫩作為新的意向成員加入亞投
行，「作為中東地區重要的商業中心，
我們期待黎巴嫩在亞投行內部能發揮積

極作用。」據悉，作為意向成員加入亞
投行獲批後，黎巴嫩還需走完國內法定
程序並將首筆資本金繳存銀行後，才能
成為正式成員。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為57個，此次宣佈
黎巴嫩的加入，是亞投行成立以來的最
新一次擴容。亞投行第三次年會25日至
26日在印度孟買召開。亞投行表示，將
繼續歡迎新的成員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國防
部25日說，國防部長馬蒂斯啟程前往中國
訪問前表示，自己此次訪華旨在傾聽中方對
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並與中方就彼此
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
據新華社報道，馬蒂斯將於6月26日至
28日訪問中國。馬蒂斯當地時間24日對隨
行媒體團表示，雙方將就彼此的軍事戰略交
換意見，探討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確定雙
方利益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並繼續保持對
話。馬蒂斯說，自己將充分聽取中方對發展
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並闡述美方的看法。
馬蒂斯認為中美在地區安全、繁榮和自

由方面都擁有共同利益。除了推動朝鮮半島
無核化外，中美還可能就阿富汗反恐等領域
的合作展開對話。

外交部：冀中美相互尊重 管控分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6日主持例行記

者會，被問到美國防長馬蒂斯26日已經抵
京，他此訪正值中美之間在南海和貿易等問
題上關係緊張之際，中方邀請馬蒂斯在中美
關係艱難、敏感的時期訪華，是否意在釋放
積極信號？陸慷回應說，關於馬蒂斯防長訪

華的問題，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已發佈了
消息，也介紹了有關情況。中美兩軍交流一
直是中美兩國交往與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段時間以來，中美兩軍交流也在不斷發
展。馬蒂斯防長此訪是雙方早已商定的。雙
方將就兩國、兩軍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
換意見。
至於中美關係現在是否處於非常敏感或

問題很多的時期，陸慷說，大家可能現在比
較關注中美經貿關係出現的一些情況。我們
多次指出，中美兩個大國建交40年來，各
領域利益已高度融合，相互交往與合作越來
越多，接觸面也越來越大。兩國關係在不同
時期、不同領域出現一些情況都是難免的。
關鍵是無論在哪個領域，雙方都應本着相互
尊重、相互理解、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的精
神妥善處理好兩國關係。我相信，只要雙方
都有這樣的意願，相向而行，沒有什麼克服
不了的困難。
此次馬蒂斯訪華期間的氛圍會如何呈

現？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劉琳25日在接受
《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雙方會晤會在積
極的氛圍中進行，雙方會本着對話合作、妥
處分歧的着眼點出發。

亞投行批准黎巴嫩加入
成員將增至87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昨日對外公佈消
息，自2018年7月1日起，對原產於孟
加拉國、印度、老撾、韓國、斯里蘭卡
的進口貨物適用《〈亞洲-太平洋貿易協
定〉第二修正案》協定稅率。

《亞洲-太平洋貿易協定》協定稅率表
公佈了8,549項商品的稅率，部分商品
將從7月1日起，實施比最惠國稅率更低
的協定稅率。其中，黃大豆、黑大豆、
青大豆、其他大豆、其他油菜子等協定
稅率為0。

華降自孟印等國進口貨物關稅
大豆稅率為零

■■央視央視《《軍事報道軍事報道》》節目近日播出海軍東海艦隊某潛艇支隊的訓練畫面節目近日播出海軍東海艦隊某潛艇支隊的訓練畫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官兵跑步進入潛艇準備海訓官兵跑步進入潛艇準備海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官兵在海訓中進行對官兵在海訓中進行對AIPAIP系統故障分析系統故障分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國防部美國國防部2525日說日說，，國防部長馬蒂斯啟國防部長馬蒂斯啟
程前往中國訪問前表示程前往中國訪問前表示，，自己此次訪華旨在自己此次訪華旨在
傾聽中方對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傾聽中方對發展兩國戰略關係的意見，，並與並與
中方就彼此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中方就彼此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昨日昨日，，馬馬
蒂斯已到達北京蒂斯已到達北京。。 路透社路透社

AIPAIP潛艇潛艇（（Air Independent ProAir Independent Pro--
pulsionpulsion），），指的是使用不依賴空氣指的是使用不依賴空氣
推進發動機作為動力的潛艇推進發動機作為動力的潛艇。。該類該類

潛艇明顯地減少了使用通氣管航行的時間潛艇明顯地減少了使用通氣管航行的時間，，增加了水下增加了水下
續航力續航力，，降低了潛艇的暴露率降低了潛艇的暴露率，，彌補了常規潛艇水下續彌補了常規潛艇水下續
航力不足的重大缺陷航力不足的重大缺陷，，被譽為被譽為「「準準」」核潛艇核潛艇。。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百度百科

「準準」」核潛艇核潛艇：：AIPAIP潛艇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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