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局：拓新興領域黨支部建設

購俄軍備遭制裁 華向美嚴正交涉
中方表達強烈憤慨 專家指美憂市場地位受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外媒報道，美國務院日前宣佈，

因為違反「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對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裝備發展

部與部長李尚福進行制裁，並實時生效。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對此回

應，中方已向美提出嚴正交涉，並敦促美方撤銷所謂「制裁」，否則美方

必須承擔由此造成的後果。有軍事專家認為，美國此舉一方面是在愈演愈

烈的中美貿易戰中開始將戰火引向軍貿領域，另外一方面暴露了美國擔憂

中俄強化軍事合作，擔心中俄搶佔其國際軍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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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昨日發佈兩段
短片，內容分別是宣佈開除貴州省委
原常委、原副省長王曉光，財政部原
副部長張少春兩人黨籍和公職現場，
這是中紀委首度公開落馬官員「雙開
短片」。
短片畫面顯示，王曉光、張少春兩

位落馬官員身着便裝，神情凝重，均
表示接受組織的處理決定，並對自己
觸犯黨紀和國家法律的行為表達了由
衷悔恨，表示知罪認罪悔罪，最後還
在處理決定上簽字並按下指印。
2018年4月1日，王曉光涉嫌嚴重違
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9
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中紀委指出，
王曉光政治信仰缺失，熱衷於閱看有
嚴重政治問題的境外書刊，拉票助
選，封官許願，對抗組織審查；利用
職權為他人謀利並同意收受乾股，與
多名女性搞錢色、權色交易；貪圖享
樂、生活奢靡，癡迷蘭花、玩物喪
志。德不配位，寡廉鮮恥，是十八大

後不收斂、不收手，政治問題與經濟
問題相互交織、甘於被「圍獵」的典
型。
2018年5月7日，張少春涉嫌嚴重違
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9
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中紀委指出，
張少春違規打探有關案情，對抗組織

審查；違規出入私人會所、接受公款
宴請；在職務調整等方面為他人謀取
利益，並收受財物；違反廉潔紀律，
搞錢色交易，收受禮品、禮金；違反
生活紀律。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職權
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人謀取利
益並收受巨額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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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昨晨8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發佈消
息，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副主任，國家能
源局黨組書記、局長努爾．白克力涉嫌嚴重
違紀違法，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
查和監察調查。57歲的白克力曾任職新疆
30餘年，是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十八屆
中央委員，去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他未當
選十九大代表和十九屆中央委員。白克力是
繼劉鐵男之後第2名被查的國家能源局局
長。
白克力最後一次在公開報道中亮相是在
18日的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當時他作為中方秘書處代表參加了會議並作
匯報。
被查前，努爾．白克力是國家發改委排
名第二的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正部
級，負責國家能源局全面工作。任國家能源
局局長前，白克力在新疆工作30餘年，歷
任新疆大學黨委宣傳部部長、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政府副秘書長、烏魯木齊市市長等職
務。2000年12月，白克力躋身新疆黨委常
委班子，出任自治區政法委副書記，此後又

調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2008年1月，努爾
．白克力正式出任新疆黨委副書記、政府主
席，並在這一職位上工作了近7年。

副手受賄官司纏身
2014年12月，白克力赴京出任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此時的國家能
源局正處於反腐風暴的震盪之中。2013年5
月，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
長劉鐵男落馬。之後，國家能源局多位領導
接連被查，其中以家藏2億現金的煤炭司原
副司長魏鵬遠案最轟動。那次「地震」也波
及到了國家發改委相關的司局幹部，如國家
發改委價格司原司長曹長慶、國家發改委價
格司原副巡視員郭劍英在2014年8月、9月
先後被帶走接受調查。
今年1月，白克力的副手、國家能源局原
黨組成員、副局長王曉林被通報接受組織審
查。9月20日，王曉林涉嫌受賄罪一案，由
衡水市人民檢察院向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提
起公訴。次日，白克力接受調查的消息公
佈，令國家能源局遇到第二次「人事地
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近
日，美國發佈首份網絡安全戰略報告，
指出中俄給美國造成戰略威脅。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示，中方
呼籲美方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通過與中國、
俄羅斯等國家開展對話合作來共同應對

網絡安全威脅。
據 「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公眾號
消息，在昨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有記者問：據報道，美國防部日前公佈
了首份網絡安全戰略報告，重點將關注
中國、俄羅斯等給美國造成戰略威脅的
國家。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回應稱，中方始終是網絡安全的
堅定維護者，一貫堅決反對並打擊任何
形式的網絡攻擊、竊密活動。中方呼籲
美方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通過與中國、俄羅
斯等國家開展對話合作來共同應對網絡
安全威脅。

美視中俄威脅網安 外交部籲棄零和思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衛星
新聞報道，俄總統新聞秘書當地
時間21日表示，美國在國防工業
綜合體領域實施制裁是不正當
的，是用非市場手段擠走俄羅斯
這一主要競爭對手。

制裁無阻中俄軍技合作
俄羅斯軍事專家、世界武器貿
易分析中心主任伊戈爾．科羅琴
科對衛星通訊社表示，美國的相
關行為不會影響中俄兩國的軍技
合作。
科羅琴科稱：「這是特朗普上

台後宣佈，並目前正在實施的美
國對中國貿易戰的延續。實際
上，我認為這些制裁不會影響中
國與俄羅斯開展軍技合作，並採
購俄羅斯其他新型武器的意向。
S-400反導系統和蘇-35飛機這些
武器不僅僅是與美國武器相比有
競爭力，而且在很多參數上大大
領先。」
他說，中國是絕對自給自足的
超級大國，美國施壓對中國不會
產生任何影響。科羅琴科解釋
稱：「S-400和蘇-35合同正處於
執行的最後階段，並即將完成。
這些武器系統將極大地提升中國
的軍事潛力。」
專家認為，美國希望借助對中

國的制裁，使一些亞太地區國家
暫停與俄羅斯的合作。但他相
信，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嚴重的
信號，是一個重大的舉措，莫斯
科將對此進行分析，以制定反制
美國類似決定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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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審議《中
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
（以下簡稱《條例》）和《2018－
2022年全國幹部教育培訓規劃》，會
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
會議指出，黨支部是黨的基礎組
織，是黨的組織體系的基本單元。會
議強調，要把抓好黨支部作為組織體
系建設的基本內容，鞏固傳統領域黨
支部建設，拓展建設新興領域黨支
部，不斷擴大覆蓋面、着力提高組織

力和領導力，突出政治功能、強化政
治引領，推動黨支部擔負好直接教育
黨員、管理黨員、監督黨員和組織群
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
的職責。要把抓好黨支部作為管黨治
黨的基本任務，黨委（黨組）書記要
親力親為，深入支部抓支部，加強黨
支部標準化、規範化建設。要把抓好
黨支部作為檢驗黨建工作成效的基本
標準，考核評價黨建工作。
會議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加強

對《條例》實施的組織領導。要抓好

《條例》的宣傳解讀和學習培訓，使各
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深入領會《條例》
精神，全面掌握《條例》內容，增強貫
徹執行《條例》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
覺。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培訓，提
高抓好黨支部工作、推動黨支部建設的
本領。要加強督促落實，確保《條例》
各項規定要求落到實處。

培訓幹部重要性不可替代
會議指出，幹部教育培訓是幹部隊

伍建設的先導性、基礎性、戰略性工

程，在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
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制
定實施好幹部教育培訓規劃是全黨的
一件大事，對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
設總要求和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培
養造就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
幹部隊伍、確保黨的事業後繼有人具
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會議強調，新時代幹部教育培訓工

作必須有新氣象新作為。要加強各級
黨校特別是基層黨校建設，努力造就

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和忠誠於馬
克思主義、在學科領域有影響力的知
名專家，提高黨校辦學水平。要弘揚
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學風，結合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結合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結合幹部思想和
工作實際，分類分級開展精準化的教
育培訓，引導廣大幹部做到學以致
用、知行合一。要堅持嚴以治校、嚴
以治教、嚴以治學，敢抓敢管、嚴抓
嚴管，使教育培訓過程成為幹部增強
黨性修養、提升品行作風的過程。

據美法等外媒報道，美國政府不滿中國裝
備發展部向俄方採購蘇-35戰機及S-400

防空導彈系統，故在20日宣佈即時對解放軍
裝備發展部及其部長李尚福實施制裁。報道
稱，美國將拒絕向軍委裝備發展部發出出口
許可證，亦會禁止其進入美國金融系統。這
是美國第一次利用這部制裁法律懲罰俄羅斯
軍事裝備的外國買家。

美指俄是制裁最終目標
報道稱，美國官員對媒體表示，這些制裁
的最終目標是俄羅斯。這部制裁法律不是要
削弱任何國家的國防能力，這是俄羅斯要為
其惡意行為付出的代價。亦有報道指，中國
軍隊裝備發展部在2017年到2018年購買了
10架俄製蘇-35戰機和S-400地對空導彈。這
批軍購違反了美國2017年通過的《以制裁反
擊美國敵人法案》，這部法律的目的是懲罰
俄羅斯干預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法律要
求制裁任何與俄羅斯國防產業從事「重大交
易」的第三方。
耿爽昨日就此事回應，中方對美方上述無
理做法表示強烈憤慨，並已提出嚴正交涉。
他說，美方有關做法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嚴重損害中美兩國、兩軍關係。我們
強烈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所謂制
裁，否則美方必須承擔由此造成的後果。
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美國首次對中國軍方提出制裁
是為了把貿易戰的大火燒向中國的軍工合作
項目。美國有可能也會施壓歐盟，讓其取消
和中國解放軍之間的各種軍貿交往和軍貿合
作，這也是下一個階段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因為美國總是拿自己的國內法來約束自己的
盟友，通過長臂管轄的方式來要求其他國家
遵守美國的法律，來限制中國和這些國家的
軍事技術交流合作，這種做法也嚴重妨礙了
國際正當秩序。

借此限華技術裝備進步
美國具體可能會展開哪些制裁措施？宋忠

平分析，一個是美國的金融機構對軍貿往來
不支持不配合，在交易過程中可能沒有辦法
用美元來結算；另外就是不能通過美國的金
融機構來進行相關交易；還有就是不能和美
國相關的公司進行合作。「這是美國利用金
融工具打壓中俄和其他國家的相關軍工合
作。」宋忠平表示，美國方面宣佈對李尚福
本人實施制裁，這是美國首次對中國軍方高
級別領導實施制裁，最多可能就是將李尚福
排除在中國軍方訪問美國的名單之外。
宋忠平分析，美國此舉還有一層主要目

的是擔心中俄不斷加強的軍事合作，以及
中俄不斷發展的軍貿國際市場。他說，中
國跟俄羅斯展開的東方2018軍演讓美國感
覺到兩個國家在軍事領域強化戰略合作，
中國跟俄羅斯在航空航天領域，包括核能
領域亦在加大合作，這些都是美國比較擔
心的。兩個軍事強國合作必然會讓美國感
覺到危機四伏。另外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不
斷強化各自的軍售市場，美國認為自己的
國際軍貿市場受到擠壓。「美國對中國的
裝備發展部進行打壓，實際上也是希望以
此來限制中國武器裝備提升的速度以及對
外出口的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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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昨日指，中方已敦促美方撤銷所謂
「制裁」。 網上圖片

■美國政府不滿中國裝備發展部向俄方採購蘇-35戰機及S-400防空導彈系
統，宣佈即時對解放軍裝備發展部及其部長李尚福實施制裁。 資料圖片

■短片中，張少春神情凝重，表示知罪認罪悔罪，在處理決定上簽字並按下指
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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