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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5月8日电 （记者李忠发）5
月 7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参加有关活动。

5月的大连，青山萦翠，碧海流云。习近平
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并为金正恩举行欢迎晚
宴，一同散步、出席午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
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中朝关系及共同
关心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当前朝鲜半
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时隔 40多
天再次专程来华同我举行会晤，体现了委员
长同志和朝党中央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高
度重视，对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我
予以高度评价。我同委员长同志首次会晤以
来，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均取得积极进
展，我对此感到高兴，愿同委员长同志再次举
行会晤，共同为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作出努力。

金正恩表示，今年 3月以来，朝中友谊和
朝鲜半岛形势都取得了富有意义的进展，这
是我同总书记同志历史性会晤的积极成果。
在当前地区形势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再

次来到中国同总书记见面并通报情况，希望
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合作，推动朝中友谊
深入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今年 3月，我同委员长同志
在北京实现了历史性首次会晤，进行了长时
间深入交流，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
四方面原则共识。第一，中朝传统友谊是双
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
系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唯一正确选
择。第二，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双边关系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团结合作、交流互
鉴。第三，两党高层交往对于引领双边关系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双方应保持经常
往来，加强战略沟通，增加理解互信，维护共
同利益。第四，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是推进中
朝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多种形式，加
强两国人民交流往来，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
良好民意基础。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
识正在得到良好的贯彻落实。一个多月时间
内，我同委员长同志两度会晤，保持着密切沟
通。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继续指导双方
有关部门落实好我们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朝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
本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还对
朝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中朝两国公民伤
亡后金正恩的高度重视和真诚态度表示诚挚

谢意。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

人同志式的相互信任和情义，是朝中传统友
谊的亲密纽带和坚实根基。我同总书记同志
继承这一良好传统，举行卓有成效的历史性
会晤，推动朝中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
发展。相信时隔一个多月的再次会晤将加深
彼此互信，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新时
代的要求，取得更为密切的全面发展。

谈到朝鲜半岛形势时，习近平指出，我同
委员长同志首次会晤时就此深入交换了意
见，达成重要共识。近段时间，委员长同志在
推动半岛对话缓和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取
得积极成果。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
对话缓和势头正不断巩固，朝着有利于推动
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半
岛无核化，支持朝美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为全面推进半岛问
题和平对话解决进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发
挥积极作用。

金正恩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
识，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方始终如一的明确
立场。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敌视政策和安
全威胁，朝方没有必要拥核，无核化是可以实

现的。希望通过朝美对话建立互信，有关各
方负责任地采取分阶段、同步性的措施，全面
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最终实现半岛
无核化和持久和平。

金正恩向习近平通报了近期朝鲜国内发
展和党的建设情况。

习近平指出，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宣布停止核试验和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废弃北部核试验场，体
现了委员长同志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高
度重视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意志。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支持朝方战略重心转向
经济建设，支持朝鲜同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
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有关
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
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
英哲，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李
勇浩，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
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王沪宁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北京5月8日电 记者欧阳浩
报道：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任苗华今天在京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等获奖代表座谈。

苗华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指出，习主席
对加强共青团建设和青年工作高度重

视，从民族复兴和赢得未来的高度作
出一系列决策指示，为青年担当责任、
施展才干、报效国家提供了方向指引
和根本遵循。广大青年官兵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锻造维护核心、听从指
挥的忠诚品格，磨砺能打胜仗、不辱

使命的过硬本领，弘扬崇德向善、崇
严尚实的新风正气，争做推进改革、
矢志强军的时代先锋，在实现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中
书写人生精彩华章。

全军青年典型走基层分享交流活动
将分东、西两个方向展开。

军队青年典型代表座谈会在京举行
苗华出席并讲话

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

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5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重视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是我们党

的特有优势和重要法

宝。在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周年大会上，

习主席深刻阐释了马

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

根本指导、是我们共

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

魂，强调要“真正把马

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

领学精悟透用好”。

“一个民族要想

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

思维。”科学理论是对

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

深刻揭示，是破除认

识迷雾的思想火炬，是

引领实践发展的行动

指南。马克思主义始

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

指导思想，是我们认

识世界、把握规律、追

求真理、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回顾

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

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

不断发展壮大，很重

要的就是我们党始终

重视思想建党、理论

强党，坚持用科学理

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

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

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

意志、协调的行动、强

大的战斗力。

马克思主义思

想理论博大精深、常

学常新。习主席在讲

话中指出：“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

学习马克思，学习和

实践马克思主义，不

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

和理论力量。”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

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

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

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习主席在讲话中，从九个方

面深入阐释了新时代如何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学精悟透用好，就必须坚持和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

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

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自觉用理论之

“矢”射实践之“的”，做到融会贯通。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就必

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成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反复学

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全党同志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

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

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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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8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处
在一个重要阶段。我高度重视发展两国
关系，珍视同总统先生的良好工作关
系。希望双方认真落实我同总统先生在
北京会晤时达成的共识，保持高层及各
级别交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
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
前发展。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
舱石和推进器。上周，中美双方在北京

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
磋商。双方团队可以保持沟通，争取找
到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取得互利
双赢的成果。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
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
联系。美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各
领域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好经贸问题，
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造福两国
人民。

两国元首并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
见。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

上的立场，强调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会
晤，希望美朝双方相向而行，建立互信，
分阶段行动，通过会晤协商解决各自关
切，考虑朝方合理安全关切，共同推进朝
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愿继续
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
积极作用。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中方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赞赏中方
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
协调，共同推动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半
岛问题。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
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
作用。”党和人民对空军的这一厚望，激
励着空军官兵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搏击
空天、高飞远航。
“五一”前后，备受海内外关注的3条

信息，展现了这支战略性军种的新航迹：
轰-6K等多型多架战机，编队飞越

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绕飞祖国宝岛巡
航；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列装空军
作战部队后全面开展实战实训；运-20
大型运输机，首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
展空降空投训练。

牢记新时代使命任务，提高新时代

打赢能力。人民空军全面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牢记“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的嘱托，让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落地生根。

用“打赢能力”书写

“绝对忠诚”

3月下旬，空军党委中心组深入学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重温
习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发出的庄严宣示——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
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
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
出去！”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空军党委中
心组成员凝聚思想共识：空军有坚定的
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随后，空军展翅大洋、振翅海天：轰-
6K、苏-30等多型战机编队飞越宫古海峡、
巴士海峡；轰-6K、苏-35等多型战机飞赴
南海战斗巡航；新型战机歼-10C开始战
斗值班；轰-6K等多型战机绕岛巡航……
（下转第二版）

战略空军的新航迹
—空军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振翅奋飞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郝茂金 通讯员 王 日

伞花飘散，我心依旧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精神

（第五版）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