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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邦强、陈伟报道：“对
于我们而言，践行初心使命，关键要做
到退休不褪色、忠诚一辈子……”10
月中旬，武警原水电指挥部退休干部赵
献津，在一次党小组会上畅谈参加“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收获体
会，引起在场党员共鸣。

据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
今年以来，他们着眼新形势新要求，聚
焦新情况新问题，按照坚持思想领先、
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求真务实、搞好结
合融合的思路，在退休干部和工作人员

中广泛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安排一
次普遍见面、抓好一项学习活动、开展
一组课题调研、组织一轮党建督导、选
树一批先进典型。期间，他们先后调整
健全了 106个退休干部党组织，使组织
制度落实经常化，并积极为退休干部解
难帮困。

以往，受居住分散、外出频繁等因
素影响，退休干部教育管理存在难组
织、难落实的情况，人员存在失管失控
的隐患。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进行专
题调研，提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

建立“周阅文、月学习、季讲座”机
制、实行在外人员委托管理等办法。前
不久，他们通过组织退休干部阅读文
件、参加集体学习，及在外人员参加所
在地党组织生活等方式，及时把新出台
的审定移交政策传达到位。

此外，他们还结合重大节日走访慰
问，安排领导干部与退休干部人人见
面，逐一了解思想动态、逐项核实保障
情况、逐个听取意见诉求，并办好优先
分配住房、申领困难补助和协调体检就
医等多项暖心实事，广受赞誉。

武警部队积极做好退休干部和工作人员教育管理

“五个一”活动强化组织制度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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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张笑
语、邵龙飞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今天在八一大楼会见来华出席第九届北
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

许其亮对吴春历来华出席论坛表
示欢迎。他说，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
总书记引领下，两党两国关系深入发
展。明年是中越建交 70周年，只要双方

按照两党总书记的重要共识，贯彻“十
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不断推动合
作提质升级，中越关系必将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近年来，中越两军高层沟通
频繁有效，合作机制不断健全，边海防
交往日益密切，两军关系成为两党两国
关系的“推进器”。中国军队愿与越方
共同努力，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
作，妥善处置分歧，突出重点领域合作，

为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吴春历说，在越中两党两国高层引
领下，双边关系不断巩固发展，两军务实
合作积极、有效。越方愿同中方进一步
密切高层互访，继续开展防务战略磋商，
在军队建设、维和等领域加深交流与合
作，使两军关系继续成为两党两国关系
的重要支柱，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发展。

许其亮会见越南国防部长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2019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22日在山西太原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

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
国人民。

习近平向 2019年太原
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致贺信

本报北京 10月 22日电 记者尹
航、邵龙飞报道：10月 21日、22日，中央
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京分别会见了来华
参加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俄罗斯国防
部长绍伊古和塞尔维亚国防部长武林。
绍伊古和武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祝第九届北京
香山论坛圆满成功。

在会见绍伊古时，张又侠说，在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和
推动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
两军关系蓬勃发展，联合演习、军事比
赛、部队训练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两军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
要共识，深入发展新时代中俄军事关
系，为维护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以及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

极贡献。
绍伊古说，俄中建交 70年来，两国

两军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发展。今年以
来，两军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务实
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增添了积极内涵。俄方愿与中方一
道，继续创新两军合作领域和方式，拓展
深化两军战略协作。
（下转第四版）

张又侠分别会见俄罗斯、塞尔维亚国防部长

本报北京 10月 22日电 记者欧
阳浩、张笑语报道：10 月 21 日至 22 日，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京分别
会见出席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拉脱
维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帕布里克斯、
亚美尼亚国防部长托诺扬、哈萨克斯
坦国防部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白俄罗

斯国防部长拉夫科夫、阿塞拜疆国防
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武装力
量总参谋长杜伊申比耶夫、瓦努阿图
内政部长纳珀特、安哥拉国防部长塞
凯拉、卢旺达国防部长穆拉西拉、几内
亚国防国务部长迪亚内、苏里南国防
部长本绍普、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

长索洛马。22 日，魏凤和还集体会见
了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与会
主要代表。各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和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
热烈祝贺。
（下转第四版）

魏凤和会见出席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外国防务和
军队领导人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代表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 传播红色
火种，凝聚磅礴力量。近日，全军
“赓续血脉、矢志强军”红色故事讲解
员比赛在京举行。全军 47名优秀选手
会聚北京，结合岗位实际倾情讲述红
色故事，生动呈现我党我军特有革命
精神、英雄模范事迹和新时代强军兴
军火热实践。

从战斗英雄张富清到守岛英雄王
继才、强军先锋张超，从老西藏精神
到两弹一星精神、喀喇昆仑精神等，
选手们讲述一个个感人故事，深情表
达对光辉历史的尊崇、对英雄模范的
礼赞、对牺牲奉献的讴歌。参赛选手

有的是优秀基层带兵人，有的是热爱
国防事业的民兵，有的是扎根戈壁默
默奉献的军嫂，有的是海外维和、亚
丁湾护航、也门撤侨等重大任务的参
与者，他们在场上举止沉稳、讲解生
动，表现出良好专业素养。

这次比赛分初赛、决赛两个阶段。
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负责同志介
绍，举办红色故事讲解活动，旨在充分
发挥部队军史场馆、纪念设施等教育功
能，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深入挖掘部队独具特色的战斗作
风和团队精神，推出一批感染人、教育
人的红色故事，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

因、不忘初心使命，奋力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

今年以来，在部队广泛开展“赓续
血脉、矢志强军”红色故事群众性讲解
活动的基础上，经各单位层层推荐，47
名优秀选手参加了初赛，20 名选手晋
级决赛。决赛分专业讲解员、志愿讲解
员两组进行，由个人展示、自选讲解、
知识问答 3 个环节组成。经过激烈角
逐，7位评委现场打分，10名选手被评
选为金牌讲解员、10 名选手被评选为
优秀讲解员 （人员名单见第二版）。10
名金牌讲解员将作为军队系统代表参加
第二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赓续血脉 矢志强军

全军红色故事讲解员比赛在京举行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
习主席向论坛致贺信，与会人士纷纷表
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北京香山
论坛的高度重视，展现了中方致力于促
进世界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坚定决心。
“习主席的贺信让我印象深刻。”连

续参加论坛的孟加拉国和平与安全研究
所所长安门·穆尼鲁扎曼说，作为安全领
域的对话交流平台，北京香山论坛的国
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习主席连续两年向
论坛致贺信，充分展示出中国国家领导
人对论坛的高度重视。

第一次参加论坛的巴基斯坦拉瓦
尔品第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穆罕默
德·阿西姆·马利克说，贺信充分表明，
习主席对论坛寄予厚望。“这是一场卓
有成效的论坛，我与来自不同国家的
朋友进行了友好交流，我们应该像

习主席在贺信中所指出的，为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和平是人类
的永恒期望。中国坚持以对话促合作、
以合作促和平、以和平保发展。军事科
学院科研部副部长、第九届北京香山论
坛常务副秘书长徐天昊说，和平是一个
重要的话题，我们应更多地在国际和地
区交流平台上，把我们对和平的诉求，以
及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鲜明表
达出来，在国际安全和防务领域发挥更
大作用。

海南大学法学教授傅崐成说，在少
数大国秉持单边主义、忽略合作的当
下，习主席的重要指示格外有价值。发
展才是硬道理，人类社会说到底需要和
平发展。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始终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始终把
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宋德星说，习主席
的贺信再次展现了这一点。

亚美尼亚国防部国防研究大学副
校长本雅明·波格斯扬说，从习主席的
贺信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
的国家，世界的美好未来取决于各国
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与摩擦。

俄罗斯科学院韩国和蒙古研究部部
长阿列克谢·沃龙佐夫说，对话与合作对
于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没有对话就
没有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和平。

在韩国朝鲜半岛未来论坛主席、前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千英宇看来，和平和
合作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国家之间
存在战略利益冲突的时候，更应通过合
作化解分歧。
（下转第四版）

更好促进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习主席贺信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与会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武汉10月22日电 记者赖
文湧报道：军运会进入第 4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再揽 13枚金牌。截至记者
发稿时，中国代表团以 54金 25银 15铜
继续领跑奖牌榜。

在射击项目男子 300米标准步枪
3种姿势个人赛中，中国选手惠子程夺
得冠军，并追平赛会纪录，为中国队夺
得1枚金牌。

跳伞比赛中，21岁的中国选手邢

雅萍将女子个人特技、女子青年个人
特技两枚金牌收入囊中。

柔道赛场决出最后两枚金牌。在女
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法国
队摘金。此次，中国柔道女团阵容强大，
此前表现不俗的黄丽茹、唐婧、兰玉均出
战。其中，唐婧用时10秒便击败对手。

摔跤比赛中，中国选手李绘、李玉
燕姐妹俩闪耀赛场。在女子自由式摔
跤 50公斤级决赛中，妹妹李玉燕力克
美国选手惠特妮·康德，为中国队夺得
本届军运会该项目首金。紧接着，姐
姐李绘在女子自由式摔跤 57公斤级比
赛中再夺1金。

作为极具军事特色的比赛，水上

救生项目今天收官。在男、女 200米障
碍游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侯钰杰、张思
诗双双加冕。男子 4×50米混合救生
接力金牌也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游泳项目，中国队今天斩获 3金。
于静瑶在女子 200米蛙泳争夺中封后，
季新杰称雄男子 400米自由泳。此外，
中国选手还在女子 4×200米自由泳接
力比赛中登上最高领奖台。

当天，田径比赛全面展开。女子
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峥以 69米 34
的成绩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军运
会该项目首金。

上图：李玉燕、李绘（右）姐妹俩赛

后合影。 张曙光摄

军运会柔道、水上救生项目结束争夺，田径比赛揭开战幕

中国代表团4天斩获54金

新中国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伟大昭示

三问指挥员：实战之“实”你悟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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