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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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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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同朝方深化治黨治國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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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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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兩國社會主義事業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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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習近平會見朝鮮勞動黨友好參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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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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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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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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在即 大橋通行政策正制定

習近平晤朝鮮參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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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兼新聞發言人孟瑋 16 日在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在
制定過程中，很快會出台實施。其
他相關的政策措施，也大多處於制
定過程中，將會成熟一項推出一
項。另外，港珠澳大橋運營準備的
相關工作也在抓緊開展，特別是對
於車輛管理、日常運營管理、突發
應急管理等方面的跨界通行政策，
正在抓緊制定。
孟瑋 指 出 ， 港 珠 澳 大 橋 是 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澳三地
首次合作、共建共管的大型跨境交
通基礎設施，目前各項工程建設進
展順利。
大橋主體工程已於今年 2 月完
成交工驗收，具備通車試運營條
件。珠海連接線工程已於去年底完
成交工驗收，珠海口岸建設工程已
經全面完成，目前正在查驗設備安
裝調試。香 港 連 接 線 工 程 已 基本
完工，香港口岸正抓緊推進旅檢大
樓建設、內部裝修、消防驗收等工
作。澳門口岸和連接線工程建設已
經總體完成，正在開展口岸設備安
裝調試。

粵東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獲批

孟瑋表示，在做好大橋建設收
尾工作的同時，大橋運營準備的相
關工作也在抓緊開展，特別是對於
車輛管理、日常運營管理、突發應
急管理等方面的跨界通行政策，正
在抓緊制訂。
另外，當日國家發改委批覆同意
了粵東地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方案，
規劃項目總投資約 1 千零 2 億元人民
幣，主要承擔以汕頭、汕尾、潮州、
揭陽為主要節點的城際客運服務，實
現汕潮揭地區中心城市“半小時通勤
圈”和粵東地區“一小時交通圈”，
為粵東地區提供公交化的快捷城際旅
客運輸服務，也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
內的交通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