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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习主席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

表了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讲话。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着眼于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

来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

书》4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全面阐述

了我们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深刻昭

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大势，科学回答了

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中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的时代命题，对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心，继

续团结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

儿女，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

重大指导意义。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

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提出了结束军

事对峙状态，实现两岸同胞自由往来、通航

通邮通商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等重要主张，

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40

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努力。党中

央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对台大政方针，扎实推

进对台工作，两岸同胞同舟共济、砥砺前行，

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告台湾同

胞书》中的许多主张变成生动的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对台工作取得新的

重大进展。习主席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

出“两岸一家亲”理念，强调“必须继续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郑重

宣告“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

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寸都不能分裂出去”。6

年多来，在习主席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指引下，我们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

和主动权，妥善应对台湾局势变化，坚决反对

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了台海和

平稳定。 （下转第三版）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朱基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
研究院 3日在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
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
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
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
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党
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
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
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
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
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

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
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3日上午，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座谈会暨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并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团结
凝聚历史研究英才潜心治学、研以致用，不断提升中国历史研究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下设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部和考古研究所、古
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承担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
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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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

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

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

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

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

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

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

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

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

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

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

2019年 1月 2日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贺 信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北京城市副中
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
2035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

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

（以下简称《城市副中心控规》）。《城市副
中心控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牢牢抓住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紧紧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生态保护、注重
延续历史文脉、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
多规合一，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对
于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
量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下简称城市副
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副中心控
规》有许多创新，对于全国其他大城市新区
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
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批复

本报讯 记者刘建伟、特约记者吴旭报
道：全军第二批 900多本新军事训练大纲经
过严格试训论证后正式发布，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军新军事训练大纲建
设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2018 年 1 月 24 日，我军首批 700 多本
新军事训练大纲正式颁发，为新时代军

事训练提供了重要法规遵循。一年来，
全军部队按照首批新大纲深入推进实战
化军事训练，开创了新时代军事训练新
局面。

编修新军事训练大纲，是构建同现代战
争要求相适应的训练内容和标准体系的重
大任务，是推进依法治训、按纲施训的基础

工程。两批 1600 多本新大纲颁布实施，饱
含全军官兵听令景从、实战实训的实际探索
和理性总结，是实战化、联合化、科学化、规
范化的军事训练内容体系和制度机制建设
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对全面规范新体制
下部队训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我军新军事训练大纲建设主体工程基本完成

这是一个英雄的团队。在抗美援朝的
战斗中，“驾龄”仅有 20多个小时的新中国
飞行员们，凭着“空中拼刺刀”的血性豪气，
击落敌机 42架，击伤敌机 17架，几乎是一夜
之间成为了令世界惊叹的“空中王牌”。

战场的硝烟虽已渐渐散去，但这个团队
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势，“王牌”辈出，捷报
频传。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的日子里，我
们仰望天空，看到这个英雄团队走来一位建
功新时代的“空中王牌”。

他是空战先锋：夺得首届空军“金头
盔”，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立二
等功1次、三等功 5次；

他是奋飞头雁：带领部队 6次夺得空军

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团体第一，10人
次夺得“金头盔”、6人次获得“金飞镖”；

他是亮剑勇者：带领部队出色完成钓鱼
岛空中维权、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和
飞越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等 50余次重大任
务……

他就是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井文。

飞得更快：时不我待的飞将

时间过去许多年，郝井文依然清楚地记
得第一次驾驭第三代战机的“快感”：二代机
换成三代机，体验到一股强烈的推背感。

最先进的战机是“推着”人往前飞。郝
井文很有感触地说，“推”人前进的，不仅是最
先进的战机，还有这个时代强劲的推背感。

郝井文是空军最早驾驭某型三代战机
的飞行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将战机飞起
来。提升部队战斗力靠先进的装备，更要靠

飞行员敢打必胜的精神。
“飞行飞行，不飞不行，飞不好不行，光

飞也不行。”郝井文带头破除危不施训、险不
练兵的和平积弊，叫响“看我的、跟我上”，飞
第一个架次、打第一枚实弹、第一个闯飞行
“禁区”，在全空军率先展开某型三代机夜间
轰炸射击、海上自由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
实战化课目训练，在飞行训练中把载荷拉到
最大、实弹打到边界、超低空飞行时间最长。

在郝井文带领下，这个旅飞出了时不我
待的“加速度”：若干年前，战机只能小队协
同，完成基础的战术配合；近几年来，他们实
现与多种机型以及多军兵种体系联合。头
一年，他们还在动态跟踪掌握外军武器装备
发展、作战理念更新变化；第二年便拿出数
十套战法，提出多个全新作战概念，并在空
军部队推广。一个短短周期，这支部队的战
斗力就实现“迭代”跃升，令人刮目相看。
（下转第四版）

新时代“空中王牌”
—追寻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井文振翅奋飞的蓝天航迹

■本报记者 范江怀 李建文 特约记者 迟玉光 通讯员 尚 方

铁流滚滚，陆军部队一场场鏖战如
火如荼；战鹰呼啸，空军战机一次次突击
雷霆万钧；战舰劈浪，海军舰艇一轮轮攻
防惊心动魄；剑指苍穹，火箭军一枚枚导
弹引弓待发……

这样的场景，去年以来在演训场上
经常上演。这一年虽然短暂，却在我军
练兵备战史上留下了精彩篇章。

全军官兵永远忘不了：2018年新年
伊始，中央军委隆重举行开训动员大会，
习主席一身戎装、冒着严寒向全军发布
训令，号召全军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党的核心、军队统帅在练兵场上发
布训令，既是谆谆嘱托，更是强军号角！
一时间，响彻中华大地，响彻在每一位军
人的心头，激励全军将士扛起强军兴军
的神圣使命，焕发练兵备战的火热激情。

闻令而动掀起练兵大热潮

“363天，364天，365天……”又至深

夜，仍在野外驻训的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松
骨峰特功连”连长董全丰习惯性写上一笔。

那天现场聆听习主席训令，置身主
会场的该师部分官兵，当即奔赴太行腹
地野外驻训。走过春夏秋冬，历经风霜
雨雪，这一练就是一整年。

部队官兵激动地说，三军统帅亲自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在我军历史上
还是首次。习主席对练兵备战看得最
重，用实战实训号令全军，没有比这更振
奋人心的了！

训令如铁，号角催征。全军官兵闻

令而动，迅速掀起实战化练兵大热潮。
习主席发布训令不久，我军首批新

军事训练大纲颁发，为军事训练提供重
要法规遵循。

第一时间，军委机关 15个部门全面
推开以提高战略素养和战略筹划、战略
指挥、战略管理能力为重点的自身训练，
解决训人不训己、训下不训上的问题，为
全军部队树起大抓军事训练的好样子。

落实习主席训令，领导干部率先垂
范。陆军在战役首长机关集训中，对集团
军军长进行战役指挥能力考核。海军规定

首长要首训、领导要领训、常委要常训；空
军各级指挥员带头参训、带头苦练，努力增
强练兵打仗、带兵打仗本领；火箭军各级指
挥员带头组训施训、带头接受考核，以此强
化备战之责、锤炼胜战之能……

纵览全军演兵场，各级指挥员进入
指挥岗位、走上练兵一线，从空中第一
跳、第一飞到陆地第一枪、第一炮，再到
出海第一舰、第一潜，处处可见指挥员打
头阵、做示范的身影，“部队训练看机关、
机关训练看常委、常委训练看主官”在部
队蔚然成风。

聆听习主席训令，全军将士领悟到
的是统帅对强军兴军的殷殷期望，迸发
出来的是矢志打赢苦练精兵的高昂热
情。一次次战鹰起飞、一次次导弹起竖、
一次次战舰起锚、一次次装甲起程……

细心的官兵发现，在群众性大练
兵中，一些颇具特色的比武名称悄然
走红——

陆军的“精武”“铁骑”，海军的“海鹰
杯”“海豚杯”，空军的“金盾牌”“空降尖兵”，
火箭军的“金牌操作手”“王牌架”，联勤保
障部队的“保障尖兵”“战救卫士”，武警部

队的“庙算”“运筹”等一大批比武项目，成
为大家耳熟能详、比拼追逐的比武品牌。

一年来，从苍茫大地到碧海蓝天，从
白山黑水到南国密林，全军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如火如荼。累计组织 150多个
专业、18000 余场比武竞赛，先后有 200
多万人次参加。仅武警部队，支队以下
创破纪录就达800余项。

从难从严提高打赢真本领

数月前，一条新闻引发广大军迷关
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顺利完成首批
飞行学员教-8飞机失速尾旋训练的带
教训练。

这条消息虽短，却刷爆了“朋友圈”。
“中国军队训练难度强度前所未有！”很多
军迷在网上留言，为该院的做法叫好。
可他们并不知道，空军已将失速尾旋训
练作为新军事训练大纲必训课目，在部
队和院校逐步推开。这样的新闻，如今已
不再新鲜！ （下转第三版）

号角催征，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全军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训令大抓军事训练综述

■本报记者 刘建伟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本报北京1月3日电 记者邹维荣、王天益报道：今
天 10时 26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
经 177.6度、南纬 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
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
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
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下转第三版）

中国成功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本报评论员文章：

按纲施训从严治训，开创新时代军事训练新局面
（
第
三
版
）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

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

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