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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於亮劍

中方批美將政治因素引入5G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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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危害中國核心利益 必堅決鬥爭
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發表講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
記王滬寧出席開班式。

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
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
滿着鬥爭的艱辛。建立中國共產黨、成
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
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
在鬥爭中誕生、在鬥爭中發展、在鬥爭
中壯大的。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我們黨領導的偉大鬥爭、偉大
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正在如火如
荼進行，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
我們面臨着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着
一系列重大風險考驗。勝利實現我們黨
確定的目標任務，必須發揚鬥爭精神，
增強鬥爭本領。

骨頭要硬 敢於出擊
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
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
爭。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
考驗只會越來越複雜，甚至會遇到難
以想像的驚濤駭浪。我們面臨的各種
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
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
過程。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堅定鬥爭意志，當嚴峻形勢和鬥爭任
務擺在面前時，骨頭要硬，敢於出
擊，敢戰能勝。

見微知著 科學預判
習近平強調，共產黨人的鬥爭是有

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
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
義制度不動搖。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
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
挑戰，凡是危害中國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中
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
戰，凡是危害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
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中國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
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鬥爭，而且
必須取得鬥爭勝利。我們的頭腦要特
別清醒、立場要特別堅定，牢牢把握
正確鬥爭方向，做到在各種重大鬥爭
考驗面前「不畏浮雲遮望眼」，「亂
雲飛渡仍從容」。
習近平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鬥爭，

從來都是奔着矛盾問題、風險挑戰去
的。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進
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
的時期，面臨的重大鬥爭不會少，經

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
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
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都有，而且越來
越複雜。領導幹部要有草搖葉響知鹿
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
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對潛在的風險有
科學預判，知道風險在哪裡，表現形式
是什麼，發展趨勢會怎樣，該鬥爭的就
要鬥爭。

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
習近平強調，鬥爭是一門藝術，要善

於鬥爭。在各種重大鬥爭中，我們要堅
持增強憂患意識和保持戰略定力相統
一、堅持戰略判斷和戰術決斷相統一、
堅持鬥爭過程和鬥爭實效相統一。領導
幹部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召之即
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習近平指出，要注重策略方法，講求

鬥爭藝術。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
要方面，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
鬥爭方式、把握鬥爭火候，在原則問題
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
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
時調整鬥爭策略。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
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鬥爭中
爭取團結，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
中爭取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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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2019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
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昨日上午在中央
黨校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
講話。他強調，領導幹部要主動投身到各
種鬥爭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亮劍，
在矛盾衝突面前敢於迎難而上，在危機困
難面前敢於挺身而出，在歪風邪氣面前敢
於堅決鬥爭。
習近平強調，鬥爭精神、鬥爭本領，不

是與生俱來的。領導幹部要經受嚴格的思
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在複雜嚴
峻的鬥爭中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真
正鍛造成為烈火真金。要學懂弄通做實黨
的創新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
法，夯實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思想根
基，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鬥爭
起來才有底氣、才有力量。
要堅持在重大鬥爭中磨礪，越是困難
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勢嚴峻、情況
複雜的時候，越能練膽魄、磨意志、長才
幹。領導幹部要主動投身到各種鬥爭中
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亮劍，在矛盾衝

突面前敢於迎難而上，在危機困難面前敢
於挺身而出，在歪風邪氣面前敢於堅決鬥
爭。

從嚴治黨 深化改革
習近平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

的，有矛盾就會有鬥爭。領導幹部不論在
哪個崗位、擔任什麼職務，都要勇於擔
當、攻堅克難，既當指揮員、又當戰鬥
員，培養和保持頑強的鬥爭精神、堅韌的
鬥爭意志、高超的鬥爭本領。
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的鬥爭是多方面

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
黨治國治軍都需要發揚鬥爭精神、提高
鬥爭本領。全面從嚴治黨、堅持馬克思
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
動高質量發展、消除金融領域隱患、保
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治理
生態環境、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全面依
法治國、處理群體性事件、打擊黑惡勢
力、維護國家安全，等等，都要敢於鬥
爭、善於鬥爭。領導幹部要作敢於鬥
爭、善於鬥爭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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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我們奉勸美方一些
人，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謠能力，也不要低估別人
的判斷能力。
當天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波蘭與美國簽

署聯合聲明，要求對5G設備供應商進行更嚴格
的審查，並需確認供應商是否受外國政府控制。
兩國支持今年布拉格5G網絡安全會議的提案。
有美方官員稱，必須共同防止中方利用華為等公
司收集情報。波蘭總統杜達被問及華為的問題時
稱，波蘭安全部門發現可能具有間諜性質的活
動。中方有何評論？
對此，耿爽表示，5G技術是國際社會共同的

創新成果，它的開發利用關乎全球經濟發展、
世界各國利益和人類的文明進步。有關5G規則

和標準的制定，應在具有普遍代表性和權威性
的機制框架之下，通過開放包容的多邊進程來
加以討論。
「如果將政治因素人為地引入5G開發、利用

與合作，甚至將有關問題政治化，採取歧視性的
做法，不僅不利於5G的發展，也有悖公平競爭
的原則，不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他說。

冀波蘭言行一致
耿爽表示，關於波蘭與美國發表的5G聯合聲

明，此前波蘭總統和總理曾明確表示過，將公
平、公正地對待在波中國企業，不會針對特定國
家和特定企業採取歧視性措施。我們希望波方能
說到做到、言行一致。
耿爽同時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在拿不出

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
家力量無端地打壓中國企業，這種行為既不光
彩，也不道德。美方對別國的5G網絡建設指手
畫腳，赤裸裸地強拉甚至威脅其他國家要採取與
美一致的立場，其單邊主義和霸權行徑暴露無
遺。
耿爽表示，我們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國家安全

的錯誤做法，停止對中國的蓄意抹黑和指責，
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美方打壓中國企
業、污衊中國的真實意圖是什麼，相信任何秉
持公正客觀立場的國家都對此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最後我還是要重複那句話，我們奉勸美方一

些人，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謠能力，也不要低估別
人的判斷能力。」耿爽說。

劉鶴晤美參議員戴恩斯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昨日應約會見美國國
會參議院「美中工作小組」共同主席、參議員戴
恩斯及參議員珀杜一行。
劉鶴表示，中美關係關乎世界的穩定與繁榮。
中方堅決反對貿易戰，這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
國，也不利於整個世界。希望雙方加深相互理
解，求同存異，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妥善

解決問題。
戴恩斯、珀杜表示，美中關係十分重要，不願

看到雙方經貿衝突，願為增進彼此了解、促進雙
邊關係發展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此前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人

民大會堂會見了戴恩斯及珀杜一行，對他們長期
致力於促進中美關係發展和立法機構往來表示讚
賞。

栗戰書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
中美建交40周年。歷史充分證明，中美合則兩
利、鬥則兩傷。搞好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和世界共
同利益。中國始終致力於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
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全國人大願加強與美
國會的交流溝通，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晤重要共
識，通過對話而非對抗、更具建設性的方式妥善
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
戴恩斯、珀杜表示，美中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

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美中工作小組」成員願為
增進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深入了解繼續作出努
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正在朝鮮訪問的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
日專程前往平安南道安州
市祭掃中國人民志願軍烈
士陵園，深切緬懷在抗美
援朝戰爭中犧牲的中國人
民志願軍烈士。
這裡長眠着抗美援朝戰

爭中著名的「打不爛、炸不
斷」的清川江鐵路運輸線
戰鬥中犧牲的1,156名鐵道
兵烈士。
志願軍陵園入口處，樸

實無華的石門上用中朝兩
種文字寫着「中國人民志
願軍烈士陵園」。在中國
人民志願軍鐵道部隊烈士
紀念碑前，朝鮮軍樂隊演

奏中朝兩國國歌，駐朝鮮
使館工作人員將花籃緩緩
抬上平台。花籃緞帶上寫
有「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
永垂不朽」。王毅率代表
團一行向英勇的志願軍先
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大
家共同瞻仰了英名牆，銘
記志願軍烈士不朽的功
勛。
當地時間2日，王毅同
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相李勇浩舉行會
談。王毅強調，70年來，
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
中朝雙方始終風雨同舟，
並肩前行。這源自於兩國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
家本質屬性和歷代領導人
的戰略引領。我們相信，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站在
新起點上的中朝關係必將
展現出更為旺盛的生命
力，迎來更加美好的未
來。
王毅介紹了當前香港局

勢以及中方立場舉措。李
勇浩表示，朝方已多次表
明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
我願再次重申，香港是中
國的香港，外部勢力不應
干涉。朝鮮黨和政府堅決
支持中國黨和政府維護
「一國兩制」，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

■昨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講話強調，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要面臨的各種鬥爭是長期的。 新華社

■■王毅昨日王毅昨日
祭掃朝鮮安祭掃朝鮮安
州中國人民州中國人民
志願軍烈士志願軍烈士
陵園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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