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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

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部署，加
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降低国有企
业杠杆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目标。加强国有企业资产
负债约束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
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
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
归合理水平，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
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
百分点左右，之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
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全面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
合。（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国有
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强国强军，必须先强人才。习主席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

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习主席的

重要讲话，是对人才建设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为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必须深

刻把握讲话核心要义，把建设更高水平

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抓紧、抓实、抓好。

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

争，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的竞争就是

人才培养制度的竞争。科学、完备、高效

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是塑造一流人才

的重要保证，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

局性的作用。只有着眼新时代历史方

位，探索构建与国家发展进程相契合的

人才培养体系，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

持续性、针对性，才能开创人才培养新局

面，从而以制度优势谋求人才优势，以人

才优势赢得国家综合实力的优势。

我军历来重视人才培养，在长期

探索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人

才培养方法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人才

队伍建设，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

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培养造就了

一大批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

人才。尤其是通过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进一步健全了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效益，人

才队伍加速崛起，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但也应清醒认识到，世界军事领域

围绕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军现代化

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加速推进，这对我

们培养军事人才、办好军事教育提出更

高要求。当前，我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整体与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还不相匹

配，与我军新的组织形态还不相匹配。

比如，院校教育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

向未来尚有差距，部队重使用轻培养问

题比较突出，军事职业教育还处在起步

探索阶段，等等。新时代新征程，必须

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强化“全军办教育、

联合育人才”的教育观念，努力形成更

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把人才匮乏的

问题真正解决好，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军队各级要进一步完善健全“三

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围

绕立德树人的目标，设计学科体系、教

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统筹协

调解决跨军地、跨部门、跨领域军事人

才培养重大问题，走开交叉培训换岗

的培养路子，加大融合式互补式培养

力度，真正做到联合培养、全程培养、

全要素培养；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

文职人员队伍建设，从而为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努力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论学习贯彻习主席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黄海开山岛，其实并不遥远。
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燕尾港

坐船上岛，绕行长长的防波堤，航程 12
海里。在手机的电子地图上，它与大陆
的直线距离只有9公里。

那天，记者夜宿开山岛。抬眼望
去，大陆上的灯光沿着海岸绵延不绝，
融入满天星斗。海风中，仿佛能嗅到来
自对岸繁华都市的人间烟火。

然而，对于王继才和王仕花来说，这
浅浅的一泓海水，却是他们工作生活中
的天堑。

32 年，11680 天，他与她坚守在这
并不遥远的地方。直到那天——2018
年 7月 27日，年仅 58岁的王继才，倒在
了开山岛上。

32年前上岛时，他的名字叫王继才。
32年后的今天，人们叫他“王开山”。

丈夫走进小岛，妻子

走近丈夫

近，小岛和大陆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远，夫妻俩守岛的日子，又离寻常

人太远了。
王继才去世后，王仕花整天泪水涟

涟。或许，正是这 32 年说不清是近还
是远的纠结，揉碎了王仕花的心。

一切的一切，源自王继才的那次“失
踪”。1986年 7月 14日早上8时40分，王
继才没有告诉妻子，就上了开山岛。

时机看似偶然，选择看似轻率。也
难怪，这个身高 1.8米的年轻人，身强力
壮，膀阔腰圆，还是方圆百十里大名鼎
鼎的生产队长、民兵营长，正是天不怕
地不怕的时候。

小岛这么近，在他看来，就像自家
的田地，抬腿就能上下；困难也像自家
门口的一块石头，一脚就能踢老远。

此时，王继才不会想到，这个近在
咫尺、面积仅 0.013平方公里、只有两个
足球场大的小岛，将是他此后 32 年人
生的舞台。

送他上岛的小船开走了，岛上只剩
下他一个人，想象中的美丽小岛，露出
了狰狞的面目——乱石嶙峋，蚊虫飞
舞，老鼠和蛇在脚下乱窜。一条黑咕隆
咚的坑道，几排空空荡荡的营房。岛上
没有电，没有树，也没有水。接雨水的
蓄水池里，爬满了虫子、蛤蟆。深夜，海
风呼啸，门窗摇撼，像怪兽咆哮，他点上
煤油灯，坐在墙角的床上，瞪着眼睛，直
到天亮……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平时烟
酒不沾的王继才，抽光、喝光了人武部
领导送他上岛时带来的 6条“玫瑰”烟、
30瓶“云山”酒。他突然明白，为什么在
他来之前，4批 10多个人先后上岛，最
长的只坚持了13天。

度日如年的第 48 天，一条小渔船
来了。船头，站着的是妻子王仕花。

那些天，王仕花疯了似地问乡邻、
问婆婆，谁也不知道王继才去了哪儿，
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然而，当她
辗转打听来到岛上看见丈夫时，心疼的
眼泪哗哗流下：“码头上看他第一眼，没
敢认。黑黑的，瘦瘦的，头发乱蓬蓬，胡
子很长，跟野人一样。”

望着王继才深陷的眼窝，王仕花
知道丈夫“遭大罪”了。在岛上转了一
圈，心像秤砣一样往下坠。来到丈夫
住的房间，看到一地的烟头、酒瓶、脏
衣服，王仕花急了：“咱不守了，跟我回
家吧！”

码头上，王仕花使劲拽着丈夫的胳
膊，往船上拉。王继才却像头犟牛，一
动不动：“我答应过组织来守岛，说话要
算数。”

王仕花走了，一步三回头。王继才
没有想到，20多天后，妻子又上岛了。

这次，王仕花带来了自己的被褥
衣服，辞去了小学老师的工作，把两
岁大的女儿留给了婆婆。“我不去和
他做伴，他一个人在岛上也许活不下
去。”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商量？”王

继才问。
“你来的时候，跟我商量了吗？”王

仕花答。
那年，他26岁，她 24岁。
那晚，袅袅炊烟，从岛上升起。
这个岛，从此就成了他们的家。
（下转第二版）

上图：32年风雕雨塑，王继才、王仕花

夫妻俩默默坚守在开山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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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距离，漫长的守望。浅浅

的海水，一生的天堑。

王继才和王仕花，两个平凡的公

民、朴实的民兵，用他们32年的执着，

守望着这个并不遥远的小岛。习主席

指出：王继才同志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

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

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

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

值追求。

无怨无悔看境界，爱国奉献看担

当。开山岛，不同于瀚海孤礁。它靠近

大陆，目视可见。王继才、王仕花夫妻

守岛的32年，正是共和国改革开放沧

海桑田的高潮岁月。对岸的繁华巨变

与海岛的荒芜孤寂，对比异常鲜明。跨

过这片海水，就有无穷的发展机遇、迥

然不同的人生。32年，他们恪守诺言，

坚守海岛，艰苦卓绝，不离不弃，需要有

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强大的定力。正

因为如此，他们的事迹尤为难能可贵，

具有别样的震撼力、特殊的感染力。

咫尺天涯，赤胆忠心。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为国担当，不求回报。在

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有千千万万像

王继才、王仕花这样的人。正是因为

有了他们甘于平凡的坚守、默默无闻

的奉献、百折不挠的奋斗，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伟业才有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源源不竭的动能。

楷模并不遥远，英雄并不遥远。

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永远

仰望他们、铭记他们！

咫尺天涯赤子心
■本报评论员

时代先锋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 9月 13日电

记者蔡鹏程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魏凤和作为习近平主席的代表，于
9月 12日至 13日率团赴俄观摩“东方-
2018”战略演习。在俄后贝加尔边疆区
楚戈尔训练场，魏凤和与俄总统普京、国
防部长绍伊古一同观摩了实兵实弹演习
并出席了随后举行的阅兵。

普京总统感谢习主席派代表观摩演

习，表示与习主席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再
次会晤，一致同意要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普京对中国军队参
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予以高度评价，赞
扬中方在演习中的出色表现，希望两军不
断拓展深化在部队演训等领域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欧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魏凤和说，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引领
推动下，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这次演习充分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展现了中俄战
略互信、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体现了中
俄致力于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信
心决心，提高了两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的能力。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
不断促进两军关系深入发展。

国防大学校长郑和等一同参加上述
活动。

魏凤和率团观摩俄“东方-2018”战略演习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3日电 记
者蔡鹏程报道：地面铁甲突进，空中战机
轰鸣。今天中午，“东方-2018”战略演习
联合战役实兵演练在俄罗斯楚戈尔训练
场精彩上演。中俄两军紧密协作，共同
奉献了一场现代化的陆空联合战役行
动。在随后的沙场检阅中，一系列重量
级“明星”装备悉数亮相，把这场规模空
前的战略演习推向高潮。

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场全程观看实兵
实弹演练和沙场检阅。中国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魏凤和率领中方观摩团参加活动。

金秋的楚戈尔草原，天高云淡。当
地时间 12时许，伴随着直升机编队由远
而近的轰鸣声，空降突击分队开始了机
动防御部署，正式拉开实兵演练的序
幕。根据实兵演练作战计划，中俄双方
参演官兵将演练共同消灭“非法”武装，
实施防御部署、机动作战、强渡水障、火

力打击和联合反击。
由中俄双方战略指挥机构共同组建

的联合导演部，实时指挥导调双方受训
指挥机构完成联合作战筹划、协同和指
挥部队行动等演练任务。

宽阔的鄂嫩河风高浪急。在空中警
戒分队火力打击掩护下，中俄参演官兵
并肩战斗、架设浮桥，开始了强渡水障课
目演练。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兵分
多路同时渡河，由纵深向前沿快速进击。

密集的火力倾泻而下，演兵场上飞沙
走石、硝烟弥漫。陆空联合、立体交织的
火力网，快速突进、协同进攻的反击群，共
同汇聚成歼灭来犯之“敌”的强大力量。
短短 40分钟，在方圆 50平方公里的实兵
演练区域，中俄双方的空中和地面火力共
计发射了数百吨各类弹药，对数千种各类
靶标进行了精确打击和立体毁伤。

实兵实弹演练结束，中俄两军参演官

兵整齐列阵，接受庄严检阅。俄罗斯东部
军区司令员亚历山大·茹拉夫廖夫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司令员李桥铭、政治
委员范骁骏一道，共同检阅部队。

实兵实弹演练和沙场检阅结束后，俄
罗斯总统普京为表现优异的中俄官兵代表
颁发了奖章。中方参演部队的精彩表现，
受到现场观摩的多国观察员高度评价。
“东方-2018”战略演习，是俄军近

年来组织的最大规模战略演习。此次受
邀参加，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一次出境参演。
“演习非常成功，令人振奋、使人震

撼！”中方导演部总导演、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说，演习期间，两
军官兵通过同场行动、联合作战，进一步
加深了友谊、深化了互信、促进了合作、
维护了和平，提高了两军联合行动和共
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东方-2018”战略演习联合战役实兵演练和沙场检阅举行
中方参演部队的精彩表现受到各方高度评价

近日，由十堰军分区承担的湖北省
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试点经验交流会
圆满结束，受到军地与会代表一致肯定。

会议结束，对于役前教育训练的研
究讨论却并未停止。3天后，一场“复盘
会”随即在该军分区召开。承担役前教
育训练的各高校、各县市区相关责任单
位领导，以及来自组训一线的机关干部、
训练骨干、保障人员和参训学生代表齐
聚一堂谈体会、摆问题、提建议，现场气

氛热烈。
“搞好役前教育训练，是为了帮助预

征青年校正好入伍的‘准星’。在淘汰不
合格人员的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教育人、
激励人、引导人，夯实预定新兵参军报国
的思想根基。”十堰市张湾区预定新兵连
指导员、区人武部政委张先军坦言，“兵
役机关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竭尽
所能帮助应征青年端正入伍动机、克服
畏难情绪、坚定决心信心。”

张湾区预定新兵连随队保障医生、
区黄龙镇卫生院院长翁晓刚介绍说，这
次役前教育训练，张湾区预定新兵连有
5人因身体原因被劝退。其中，一名预
定新兵体检时心电图显示偶有早搏，按
照征兵体检标准属于合格范围，但训练
强度增加后，出现胸闷、刺痛问题，复查
时一度出现房室传导阻滞，只得作劝退
处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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