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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45名少將

袁庚：「蛇口模式」創立者

專家：國慶料迎最大規模閱兵

中美貿談明重啟 料聚焦農業能源
特朗普：冀與中方達成協議 專家：雙方將更務實理性

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環球網日前報道，央媒畫面展示「軍令
（2019）1號」開訓動員令文件，並有軍
事專家透露，2019年最重大的活動是為慶
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天安門舉行閱兵
式。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昨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根據慣例，今年國
慶將在天安門舉行盛大的閱兵式。這位專
家分析，今年閱兵儀式上，形成各自作戰
體系的方隊、現役國產化武器裝備料將悉
數亮相，全方位展示國家實力。

參閱武器全國產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閱兵規模應該

非常大，整個閱兵方隊應該比以前更多，
經過軍改，陸、海、空、火箭軍、戰略支
援部隊，按照軍兵種的劃分，形成各自體
系作戰的方隊都會競相亮相。從整個閱兵
規模來講的話，應該更大，而且會強調實
戰化能力的建設，」宋忠平說：「應該是
新中國成立 7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閱
兵。」
這位軍事專家分析，現役的最先進的武

器裝備或會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國慶
大閱兵上悉數亮相，也是慶祝新中國成立
70周年閱兵的一大看點。「這些先進的現
役的武器裝備將會成制式、成體系地亮
相。並且可以預見，亮相的將全都是國產
化的武器裝備。」宋忠平說。

實戰能力得彰顯
宋忠平表示，近年來，中國軍隊一再強

調實戰化能力建設，這一點也將在閱兵上
有所體現，閱兵將通過先進的武器裝備、
形成作戰體系的方隊突出展示中國人民解
放軍實戰化建設能力和水平。
「2017年建軍90周年的閱兵選擇在朱日

和（註：指北京軍區朱日和戰術合同訓練
基地，它是中國軍隊最大的，也是現代化
程度最高的合同戰術訓練基地）舉行，更
體現實戰內涵，而本年度慶祝的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是國家大事，天安門閱兵雖
然不同於朱日和閱兵實兵演練，但是，武
器裝備和作戰方隊都能展示中國軍隊的實
戰化能力，展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威武之
師、文明之師。」

此外，這位軍事專家指出，雖然慶祝新
中國成立70周年閱兵規模空前，但是也會
本着節儉辦閱兵的方式，主要體現在將會

減少閱兵準備的時間，把平時在演練場
上、訓練場上所訓練的成果，作集中的匯
報和展示。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時間
就是金錢，效率就是
生命。」改革開放試
驗田「蛇口模式」的

探索創立者袁庚喊出的這十二個字口號，
被譽為「衝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

不畏「姓資姓社」質疑
在袁庚99歲的人生里程中，他曾加入

東江縱隊，在東江兩岸和港九地區開展抗
日游擊戰。但讓他為國人所知的，是1979
年起，他在深圳創辦蛇口工業區所進行的
一系列改革開放探索，打造了「中國特色
經濟特區的雛形」。
從打破大鍋飯——運泥車「每超一車獎

勵４分錢」開始，袁庚領導下的蛇口在短
短數年間，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風雲大
幕。他主導的改革，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

「姓資姓社」的爭論，最終形成了新的時
間觀念、競爭觀念、市場觀念、契約觀
念、績效觀念和職業道德觀念等，成為推
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精神力量。

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
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中，蛇口創造了率

先實行人才公開招聘、分配體制改革、住
房商品化、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24項
「全國第一」，而這些「第一」也多數沉
澱為當下中國市場經濟的常態。他關於管
理的許多實踐經驗及理念沿用至今：主張
按經濟規律辦事，「用經濟手段去管理經
濟」；主張幹部應該能上能下……

上世紀80年代，在袁庚的推動下，新
中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
行——招商銀行、新中國第一家由企業創
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先後在
蛇口成立。如今，兩家企業都已經成長為
世界500強企業。
改革開放以來，袁庚帶着一股「殺出一

條血路」的改革氣魄，推動蛇口工業區成
為「一根注入外來經濟因素，對傳統經濟
體制進行改革的寶貴試管」。從蛇口工業
區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特區橫空出世。
1993年3月，袁庚從招商局常務副董事
長崗位上離休，留下一句「往前走，莫回
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解放軍
新一輪將官軍銜晉升工作日前展開。解放軍
陸、海、空、火箭軍4大軍種及武警部隊已
經先後舉行晉升少將軍銜儀式。其中，2018
年12月23日上午，火箭軍在北京舉行晉升
少將軍銜儀式。根據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
署的命令，田慶龍、李順華、高廷欣由大校
軍銜晉升為少將軍銜。
2018年12月26日下午，空軍晉升將官軍

銜儀式在北京舉行，趙永遠等4名軍官由空
軍大校軍銜晉升為空軍少將軍銜。2018年
12月28日上午，陸軍晉升少將軍銜儀式在
北京隆重舉行，徐慶瑞等9位軍官晉升少將
軍銜。2018年12月29日上午，海軍在北京
隆重舉行晉升將官軍銜儀式。經中央軍委批
准，吳育紅等7名軍官由海軍大校軍銜晉升
為海軍少將軍銜。
武警部隊方面，22名警官晉升少將警

銜，已於12月28日下午舉行晉升少將警銜
儀式。
記者注意到，陸軍此次有9位軍官晉升少
將，海軍有7位，空軍有4位，火箭軍有3
位，武警部隊新晉少將在數量上最多，達
22名。一共至少有45名軍官、警官在本輪
冬季晉銜工作中晉升少將軍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
間4日，布基納法索總統卡博雷在瓦加杜
古總統府會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
毅。王毅表示，中布復交為中布合作奠定
了政治基礎，也打開了壯麗前景。半年
來，兩國各領域交往全面展開，務實合作
迅速推進，已經取得一系列看得見、摸得
着的成果。

布：承認「一中」原則
卡博雷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親切
問候和崇高敬意。卡博雷表示，布方承認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致力於在一個中國
原則基礎上發展和加強同中國的雙邊關
係。
布中之間的嶄新合作剛剛起步。布方感

謝中方為布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給予的幫
助，對中國醫療隊、農業和培訓專家組的
高效、高質量工作表示讚賞，布人民對布
中關係的未來充滿希望。地區安全問題是
布方的重大關切，感謝中方支持布等薩赫
勒國家維護地區和平安全的努力，希望在
這方面繼續得到中方支持。
卡博雷表示，布中在維護聯合國作用等

很多國際問題上立場一致，布方願同中方
加強溝通，共同維護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
利益。

中布合作前景壯麗
王毅向卡博雷轉達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

候。王毅表示，中布復交的抉擇完全正
確，完全符合布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長遠
利益。相信布方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中方也將支持布方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的努力。
王毅表示，中布復交為中布合作奠定了

政治基礎，也打開了壯麗前景。總統閣下
去年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並出席中非合
作論壇北京峰會，習近平主席同卡博雷總
統共同規劃了中布關係的發展藍圖。
他續指，半年來，兩國各領域交往全面

展開，務實合作迅速推進，已經取得一系
列看得見、摸得着的成果。中方將根據布
方需要，在經濟、民生等領域提供力所能
及的幫助。中方理解並支持布維護國家和
地區和平安全的關切，願與布方深化和平
安全領域合作，幫助布等非洲國家提高自
主維和能力。

中方：中布復交為合作奠定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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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
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此輪中美貿易談

判會與以往不同，一方面兩國元首會晤為解
決中美貿易摩擦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經
過去年近一年的博弈，雙方會更加理性與務
實。

美方六高官參與談判
中國商務部4日發佈消息稱，美國副貿易
代表格里什（Jeffrey Gerrish）將於7日至8
日率領美方工作組訪華，與中方工作組就落
實兩國元首阿根廷會晤重要共識進行積極和
建設性討論。
美國貿易代表署則透露，此次訪華代表團
有6名成員，包括副貿易代表格里什、貿易
代表署負責農業的首席談判官陶德（Gregg
Doud）、農業部負責貿易及對外農業事務
的次長麥金尼（Ted McKinney）、商務部
負責國際貿易的次長凱普蘭（Gilbert B. Ka-
plan）、能源部負責石化能源的助理部長溫
柏格（Steven Winberg）以及財政部負責國

際事務的次長馬爾帕斯（David Mal-
pass）。
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說，

會談將對大宗商品、農業和工業資本財等領
域的「整體狀況」進行評估。從美方公佈的
名單看，輿論認為，這次談判應是聚焦農產
品及能源採購議題。
陳鳳英表示，總體看，會談核心或是達成

中美貿易平衡，這是美國最關切的問題之
一，而擴大自美農產品和能源進口或是最易
實現的領域。
「其實在去年5月劉鶴副總理率團訪美進
行的中美第二輪貿易談判中，中方已經明確
了會在能源、農產品方面加強自美進口。只
是後來美國出爾反爾，繼續對中國產品加徵
關稅，才讓當時達成的共識擱淺。下星期中
美再次面對面會談，很可能會將這方面的共
識形成可以落實的方案。」陳鳳英說。

各界盼中美達成共識
過去一年時間，中美互徵關稅讓兩國都

承受巨大壓力，甚至擾亂世界經濟秩序。
各界都期待兩國能在90天休戰期內達成共
識。
目前，90天限期已經過去三分之一，美

國總統特朗普4日向媒體表示，他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積極參與談判，並對美
中達成協議結束長達數月的貿易爭端抱有信
心。
陳鳳英也對中美在90天內達成共識持樂觀
態度。她認為，久戰無益，這一輪中美貿易

談判，雙方都會更加理性務實。
此次談判前，雙方都釋放了不少誠意舉

措，包括中國調降了自美進口汽車關稅並重
新進口美國大豆等，特朗普多次積極表態並
延期了加徵關稅的時間點。

香港文匯報訊 2016 年 1 月 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長江經濟
帶發展座談會上提出：「要把修復
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三年
過去了，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長江
經濟帶發展的親自謀劃和重要部署
下，一系列重大政策密集出台，一
連串重大行動接連展開。《長江經
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發佈，成為推
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長江流域省際協商合作機制駛入快
車道，流域環境治理從各自為政轉
向協同作戰；長江流域鐵腕治污，
整治碼頭，清零化工，以重拳治理
污染沉疴……曾經傷痕纍纍的母親
河重煥生機與活力。
央視網昨日發表快評指出，習近

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的重要講話，為
長江這條母親河的保護發展指明了
新的航向。長江沿線各省份的共同
努力，為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提供了又一生動範本。
快評認為長江流域在中國經濟版

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她以佔
全國約1/5的國土面積，貢獻了2/
5以上的全國經濟總量。
這三年，長江流域各地牢記總書
記囑託，努力轉型升級，開闢發展
新途。武漢開啟芯片、網絡安全、
下一代汽車和航天四大新興產業；
浙江則在數字經濟領域繼續快馬加
鞭；貴州亦一躍成為中國大數據存
儲基地……如今，生態優先，綠色
發展已經成為長江流域各省的發展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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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美兩國將於7日和8日在北京

再次就經貿問題展開磋商討論。此次磋商，是去年12月1日中美元首於阿

根廷會晤後，雙方首次面對面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對媒體稱，對美

中達成協議結束貿易爭端有信心。根據美方披露的訪京人員名單，外界預

料會談將聚焦農業與能源採購。

■■袁庚袁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美兩國將於中美兩國將於77日和日和88日在北京再次就經貿問題展日在北京再次就經貿問題展
開磋商討論開磋商討論。。圖為圖為20172017年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年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
展上展上，，消費者體驗中國製造的智能電鋼琴消費者體驗中國製造的智能電鋼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專家稱，今年國慶將在天安門舉行盛大的閱兵式。圖為2015年9月3日，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閱兵儀式在京舉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