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4要 闻 E-mail:jfjbgjxw@163.com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８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徐琳 李莞梅

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 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 5日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多
国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演讲释放
出中国坚持推动开放合作、愿同各国共
同发展的积极信号，将给世界带来更多
发展机遇，也使国际社会增强了对全球
经济未来的信心。

欧盟委员会主管卫生与食品安全的
委员维特尼斯·安德柳凯蒂斯赞同习近平
主席发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
经济”倡议。他对记者说，演讲释放的信
号令人振奋，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
持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欧盟
在上述问题上同中国保持一致立场。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欢迎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推动开

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倡议。他表示，
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国对进口商
品和外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举措，英国
对此非常欢迎，希望两国在“黄金时代”
背景下全面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澳大利亚贸
易、旅游和投资部长西蒙·伯明翰特别
关注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到“加快电
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
的表态，认为这对澳大利亚企业意味着
巨大商机。

在乌拉圭外交部长尼恩·诺沃亚看
来，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坚持开
放融通”“坚持创新引领”“坚持包容普
惠”的主张，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之路
指明了方向。他表示，乌方同样认为应
该进一步对外开放、坚持自由贸易，这

些观点与中国立场不谋而合。
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奥尔加·特罗

菲姆采娃对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坚持对
外开放政策表示欢迎。她对记者说，故步
自封没有出路，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
头之际，中国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进口博览
会将对全球贸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苏丹驻中国大使艾哈迈德·沙维尔
为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要年年办下去感到振奋。他说，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体现了中国持续开放
的意愿和决心，为包括苏丹在内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机会。

卡塔尔驻中国大使苏丹·萨利门·
曼苏尔对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宣布中
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五点举措印象深
刻。他表示，这些具体举措，特别是“进

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体现了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
以及与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诚意。

加纳参展商埃比尼泽·洛莫特伊向
记者展示了自己带来参展的可可豆。
他表示，加纳企业对习近平主席强调
“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遇”以“实现共
同繁荣进步”的讲话内容感触很深，加
纳有高品质可可豆，但是没有加工厂。
通过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中两
国企业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加纳可可豆
将迎来广阔的出口前景。

美国拜欧洛基奥生物科技公司经
理伊丽莎白·安德森表示，习近平主席
在演讲中强调“造福人类是科技创新最
强大的动力”，要“共享创新成果”，我们
从中看到了巨大发展机遇。

坚持开放的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与会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从 1998年 3月 23日首飞到现在，
已有整整 20年。经历了 20年的不断
改进，歼-10 战机更加适应现代战争
需要。”在中国空军 7日举办的“‘八一’
和‘红鹰’共舞中国航展”记者见面会
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的歼-10 首飞
试飞员雷强如此评价 20年来歼-10战
机的变化。

在昨天的航展开幕式上，加装了
矢量喷口的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

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做了五个国
际公认的过失速机动动作——眼镜蛇
机动、榔头机动、赫伯斯特机动、大攻
角滚转和直升机机动。按照国际公认
的标准，能够完成这五个动作的飞机，
才被认为具备了过失速机动能力。
“我们昨天都看到了，歼-10B 在

表演过程中，非常完美地做了这五个
动作。”雷强说。

雷强曾任空军某试飞大队大队

长，是我国歼-10战机首飞试飞员，还
是歼 - 7C/D/E 飞 机的首飞小组成
员。他驾驶过国内外 22个机型，累计
飞行 3500小时，正确处理空中意外停
车 40 次、不同机型尾旋进入 1500 余
次、重大空中特情100余起。
“经过七年的试飞，我完成了歼-

10 的全部试飞科目，亲手将歼-10 送
到第一支列装部队。”看着一同出席记
者会的八一飞行表演队队员，雷强继

续说：“我又亲手把歼-10送到了八一
飞行表演队。”

据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曹振忠介
绍，这 20年来，表演队的装备已经历三
次更新换代。2009年 6月换装歼-10表
演机后，八一飞行表演队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用三代机表演的飞行表演队。
“每次我看到咱们八一飞行表演

队的表演都非常激动，咱们的飞行员
在操纵技术上是超一流的，八一飞行
表演队已经成为展示咱们中国空军和
中国军队的一个窗口。”雷强说。

现在，雷强的职务是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无人机总飞行师。“由
于年龄原因，我现在不再直接驾驶飞
机升空飞行了，但是我还将为咱们的
航空工业、为空军的武器发展继续做
出我的贡献。”雷强说。

（本报珠海11月7日电）

20年，从首飞到“过失速”
——首飞试飞员雷强眼中歼-10战机的发展

■本报记者 彭 况 李建文

本报珠海11月7日电 记者李建
文、通讯员刘军毅报道：空军航空大学
“红鹰”飞行表演队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便以飞出极限、飞出惊险、飞出壮观的
震撼表演，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过硬实
力。
“红鹰”飞行表演队指挥员王大勇

在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上说：“‘红鹰’飞
行表演队的招牌动作‘八机筋斗’和特
色动作‘七机开花’‘丘比特之箭’等，充
分展示了飞行教官的高超技艺和教-8
飞机良好的操控性能。”

据悉，此次中国航展是“红鹰”飞
行表演队的首秀，为此，他们精心准备

了 3套表演方案。在多机表演中突出
整体性、震撼性，展现多机编队队形的
威武壮观气势；双机表演中突出“难度
大，动作准”，展现飞行员良好心理素
质、默契配合度和精湛的驾驶技术，力
求飞出惊险感；单机表演中突出高度
低、滚转灵，在低高度飞出教-8 飞机
极限性能。

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
组建于 2011年 3月，表演队成员全部由
一线从事飞行教学的教官组成，平时从
事教学、带教飞行学员工作，业余组织
表演训练。通过高难动作和高难编队
的训练，实现教学与表演相互促进。

“红鹰”飞行表演队首秀展现过硬实力

本报珠海11月7日电 白玮、记
者李建文报道：“飞飞你好，请你介绍
一下空军招飞选拔程序。”7日上午，在
航展空军招飞展台，一款头戴金头盔、
身穿飞行服、话语刚劲有力、外表阳光
帅气的机器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成为
本届中国航展的“爆款”。来自陕西西
安的王建宇一排到队伍前面便迫不及
待地和它聊起天来，而很多慕名而来的
观众排了很长时间队也没能抢到互动
交流的机会。

据空军招飞局相关人员介绍，这是
空军新推出的招飞宣传智能机器人，是
以空军“飞飞”“圆圆”卡通飞行员形象
为基础，由空军招飞局会同人工智能高
新企业科大讯飞设计而成。该机器人
具备自主运动、内容展示、语音识别和
人机交互等功能，可与观众进行语音交
流、行为互动，现场解答观众提出的各
类关于招飞政策的提问，平时担负入校
宣传、全天候热线咨询任务，是空军招
飞宣传工作的一次全新尝试。

空军招飞宣传机器人成航展“爆款”

本报贵阳11月7日电 柳银堂、

刘岩报道：11月 6日，中国和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
斯坦五国的外交、军事代表齐聚贵阳，
召开五国边境裁军履约工作联合监督
小组第 39次会议，共同总结今年以来
各国执行《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
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
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情况，相互通
报协定规定地理范围内的部队编制与
部署，磋商明年边境裁军履约工作安
排，研究解决专用信息交换网络运行管
理等问题。

与会代表积极评价联合监督小组多
年来为巩固五国友好与互信、维护边境
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边境地区合作与
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指出五国边境地

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活动是在“两个协
定”框架下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的好平台、
好做法、好传统。会议确定，各方按照
“两个协定”规定的地理范围、部队武器
装备及技术标准和人员数量要求，2019
年将在中俄边界东段珲春、萝北方向和
中哈边界巴克图、中吉边界伊尔克什坦
方向组织4轮8次相互视察活动，进一步
提升互信合作、推动睦邻友好发展。

哈吉俄塔四国组成的联方代表团
团长、哈萨克斯坦常驻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处代表阿什莫夫表示，五国在联合监
督小组工作中积累了解决边界问题的
大量实践经验，联方期待与中国进一步
密切双边和多边合作，携手应对多种安
全威胁与挑战，为推进互利合作发展创
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中哈吉俄塔五国确定明年

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方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68 周
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由 50人组
成的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开
展祭扫交流活动。这是退役军人事务部
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实施以来，首次组织大规模代表团赴
海外开展祭扫活动。针对代表团赴朝祭
扫交流和烈士褒扬工作有关情况，本报
记者对代表团团长、退役军人事务部褒
扬纪念司副司长李桂广进行了采访。

记者：此次派出青年干部代表团赴

朝开展祭扫活动有什么样的考虑？

李桂广：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约有
240万志愿军指战员赴朝参战。2014年
10月，中央批准公布了抗美援朝烈士名
单，确认牺牲 197653人（包括支前民工、
民兵等非作战人员）。经核查志愿军有
关档案，在朝安葬的烈士约10.5万人。

组织青年干部代表团祭扫志愿军烈
士陵园，弘扬志愿军烈士精神，对于加强
青年干部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
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促进在朝志愿军烈士褒扬工作，传承中朝
传统友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朝鲜
方面对青年干部代表团的到访非常重视，
认为这有助于推动朝中友谊世代相传。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在朝志愿军烈

士纪念设施的修缮情况。

李桂广：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后，志愿军部队开始在朝集中修建烈士
陵园，至 1958年共修建了约 2800个烈士
陵园。其中，重点修建的有桧仓、开城、
安州、云山、价川、长津湖、朔宁（老秃
山）、金城、上甘岭等陵园。

1958年志愿军撤军时，将所有烈士
陵园和烈士名单移交朝方。上世纪 70
年代，朝方以市（郡）为单位将其辖区内
所有志愿军烈士墓进行合葬。目前，双
方已实地勘察的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有
67 处，还有 4处已确认待勘察，另有 20
个市(郡)范围内的约 4000名志愿军烈士
的安葬线索需进一步核查。

2011年以来，我们圆满完成了朝鲜
桧仓、开城、安州三处重点烈士陵园的修
缮工作。今年又顺利完成了江东、顺安
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修缮工程，修建了
烈士纪念广场、烈士碑、英名墙，对烈士
墓进行了修缮，对陵园及周围道路进行
了平整、绿化、硬化。下一步，我们将同
朝鲜有关部门一起努力，把在朝志愿军
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好、保护好、管理好。

记者：我们在其他国家还有哪些烈

士纪念设施？

李桂广：根据目前的统计，我国境内
有烈士纪念设施 100 多万处，境外烈士
纪念设施分布在27个国家，约 180处。

除了朝鲜之外，在越南有40处中国烈
士陵园，主要安葬的是援越抗美时期牺牲
的烈士。在印度和缅甸，建有一些二战时
牺牲的中国抗日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设
施，但因年久失修，破坏损毁比较严重，发
掘保护比较困难。在俄罗斯、老挝、巴布亚
新几内亚等国，也建有中国烈士纪念设施。

此外，在非洲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及、
埃塞俄比亚、尼日尔、阿尔及利亚等国，也
有一些援外牺牲的中国专家的墓地。经与
赞比亚有关方面沟通，赞方同意将目前的
三处中国烈士墓合为一处，并在赞比亚大
学旁划拨了两公顷的土地，用于修建中国
烈士陵园，计划年内举行开工仪式。

今年 5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
通过与有关国家的合作，查找、收集英雄烈
士遗骸、遗物和史料，加强对位于国外的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工作。这一法
律规定，为进一步加强海外烈士褒扬工作
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我们将同相关国
家有关部门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海外烈
士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工作。

记者：对于如何充分发挥烈士纪念

设施的作用，下一步有什么考虑？

李桂广：我们党、国家和军队历来高
度重视烈士纪念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先后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等，
并隆重举行相关纪念活动。我们将在做
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工作的基础上，重
点在两个方面发力，以更好地发挥烈士
纪念设施的作用。

一方面是推进烈士信息、烈士亲属信
息和烈士纪念设施信息的融合与对接。
由于档案资料欠缺遗失、部队转隶移防等
原因，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海外牺牲的烈
士信息不够完善，烈士的牺牲地与安葬地
至今不能确定，导致烈士亲属无处可祭。
这项工作涉及军地多个机构，需要档案部
门、军史战史研究专家等多方面通力合
作，我们也欢迎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呈现
烈士纪念设施的全貌，让不能到现场的
人们实现网上祭奠。目前，由退役军人
事务部主管的“中华英烈网”(网址www.
chinamartyrs.gov.cn)已经实现了部分国
内烈士陵园的网上展示，人们可以进行
网上瞻仰和祭奠。

记者：近年来，一些人以所谓的“还

原历史”为名，通过网络、书刊等媒介丑

化、诋毁、贬损英雄烈士，对此应该如何

回应与处理？

李桂广：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
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激励我们前行的
强大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明确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

下一步，我们将探讨成立落实英雄烈
士保护法的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和公安、宣
传、电信、网络等部门一起努力，加强监管
力度，建立监督机制，对污蔑烈士的言行进
行严厉打击。我们将以更鲜明的态度、更
积极的努力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弘扬
主旋律，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激
发广大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汇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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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南海，祖国的南大门。一座座
岛礁星罗棋布，犹如一颗颗珍珠，镶嵌在
碧波之上。登海岛、逛沙滩、吹海风……
行走在这些岛屿，感受着南海岛礁悄然发
生的嬗变，也品味着南海人特有的情怀。
“在南海上驻岛、守岛，最需要的就

是情怀。”三沙海事局局长邹先芝说。
2015年底任现职的她，经常带领队伍冲
锋在南海执法维权一线。

三沙海事局担负着“保障海上交通
安全、保护海洋环境、保障船员整体权
益、维护国家海上主权”等职责。在邹先
芝看来，一个真正的南海人需要坚守，也
懂得坚守。在七连屿的赵述岛，一面国
旗高高飘扬。驾驶冲锋舟的船员说：“每
到星期一，这里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大家
自发聚集在一起唱国歌、升国旗。”

七连屿工委书记王春在这里工作了

25年，走遍了七连屿每个角落。说到三
沙市近年来发生的大事，他如数家珍：
2012 年 6 月 21 日，撤销海南省西沙群
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
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
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2012年 7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
正式挂牌成立；2014 年 7 月 26 日，海南
省三沙市永兴（镇）工委、管委会在永兴
岛揭牌……
“高温、高湿、高盐，太阳毒、天气热，

这是三沙自然环境的显著特点。”海南省
政府海防处处长朱清林说，以前，这里遇
到台风天气一连几个月都没有补给，更
要忍受“缺水、少电、缺物”之苦。

如今，三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三沙人多年来种下的 200多万棵椰
子树、木麻黄、羊角树等，让一座座荒岛

变成了绿洲，“海蓝、滩亮、岛美”的目标，
正在逐步实现。书声琅琅响三沙、“银龙
影院”看大片、椰风海韵赏夕阳……生活
在这里，也能够找到内地城市的感觉。
“以前去岛上探亲，哪一次不是在海

上晕上十天半个月？现在只要不是恶劣
天气，个把小时就能见面了。”在去往永
兴岛的飞机上，一位前往三沙探亲的海
军军嫂说。
“现在有往返的交通船、航班，去岛

上方便多了。”三沙市政府工作人员吴迎

新表示。
三沙市公安边防支队永兴边防派出

所所长贺胜 2014 年主动申请来到三沙
工作，一年有 300 多天要在岛上驻守。
在永兴岛定居的渔民郑有柏已经 62岁，
但每天仍一如既往地出海打鱼。“我们一
直在这里，”他说，“这是我们的祖宗海，
中国的海，也永远是我的家。”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正是许多三沙
人的真实写照。

正如一位驻守三沙的老兵所说：“请
别忘记，正是三沙军民肩并肩地在一座
座海岛上默默坚守，才让这里的海更清、
岛更美。”一代代南海军民，好似由抗风
桐铸成的绿色屏障，他们用身躯抗击着
狂风暴雨，用叶片遮挡着炎炎烈日，努力
把这里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
作之海。

三沙：建设和平之海合作之海
■新华社记者 张选杰 李兵峰 本报记者 吕德胜

11月7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第二天，中国空军八一

飞行表演队进行了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 本报记者 王卫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