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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习主席今年6月出席亚信第

五次峰会提出的倡议，11月24日至30

日，以“着眼未来的军事人才培养”

为主题的首届亚信成员国军事院校校

长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是推动

亚信机制下军事互信合作、促进亚信

机制完善的务实举措，也是中国军队

深化国际军事教育合作的成功实践。

国际军事教育合作是增进各国战

略互信、促进军队建设的助推器。当

今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促和平、求稳定、谋发展已

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作为负责

任大国，中国开展国际军事教育合

作，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

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的具体抓

手，也是中国军事人才培养和军队建

设的助推器。一方面，国际军事教育

合作有助于密切国家间军事交流合

作，增进战略互信，提高协同行动能

力。另一方面，军事教育领域的国际

合作是我军了解、学习外军，汲取外

军作战理念、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

在提升我国军事人才培养质量、军队

建设水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加强国际军事教育合作符合时代

潮流，是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

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必然选择。

国际军事教育合作是完善亚信机

制、维护亚洲安全的着力点。从初建

到今天，亚信拥有 27个成员国，13

个观察员国家和国际组织，形成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峰会）、外长

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特别工作组

会议等机制。然而，亚洲国家在政治

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安全问

题等方面差异性明显，存在战略互信

不足等问题。对此，习主席在第四次

亚信峰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同

时呼吁各方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

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

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与

其他领域的安全合作相比，国际军事

教育合作敏感度低、透明性高、可操

作性强。各方可通过交流军事理论创

新的最新成果以及对国际特别是亚洲

热点问题的立场观点，共同探讨合力

维护亚洲安全、促进亚洲繁荣的路

径，从而为完善亚信安全机制、开展

更加深入务实的安全合作奠定坚实基

础。

近年来，中国军队的朋友圈不断

扩大。根据《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

皮书，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开展军

事交往。2012年以来，中国军队向50

多个国家派出军事留学生1700余名，

20余所军队院校分别同 40多个国家

的院校建立和保持了校际交流关系，

共接纳13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军事人

员到中国军队院校学习。首届亚信成

员国军事院校校长论坛，既开创了亚

信框架下军事安全合作的新领域，也

是中国继东盟地区论坛国防院校长会

议后，在多边军事教育合作领域又一

重要举措，丰富拓展了中国国际军事

教育合作的形式内容。通过这些合

作，中国军队可进一步扩大与他国军

队的人员交流，深化在联合国维和、

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

犯罪、联演联训等领域务实性合作，

从而为维护亚洲安全稳定、构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际防务

学院）

以“着眼未来的军事人才培养”为主题的首届亚信成员国军事院校校长论坛
在北京举行——

开创亚信军事安全合作新领域
■王 斌

当地时间 11月 29日，联黎部队联合
作战中心主任、意大利陆军上校迪亚戈·
吉亚里佐一行，来到我第18批赴黎巴嫩维
和多功能工兵分队位于黎以边界“蓝线”
地域任务雷场，视察已清排雷区情况，称
赞“中国维和部队扫雷质量超出预期”。

上午11时许，迪亚戈抵达雷场，在任
务区控制点听取了扫雷监督员郑洪亮关
于雷场基本信息、扫雷官兵编制力量、已
清排雷区情况和当前作业进度的工作简
报。随后，他在多功能工兵分队指挥长高
朝宁陪同下进入作业通道现地视察。
“每一个黄木桩代表一枚已销毁的以

色列 4号反步兵地雷。”走在被清排过后
的雷区，高朝宁介绍说。
“现场黄木桩分布显示，地雷排布比

较规律，是否与联黎提供的地雷分布要图
吻合？能否确保全部地雷都被探测销毁？”
迪亚戈提出疑问。扫雷监督员张存宁自信
地回应：“百分之九十以上与要图显示一
致，但由于雨水冲刷、野兽触雷等情况，少

数地雷会被土层覆盖、发生位移或引爆，遇
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对周围相邻地雷间的
土地进行全面深度挖掘，确保安全后根据
实际情况打下相应颜色的木桩。”

张存宁领着迪亚戈来到一根偏离要
图分布规律的黄木桩和一根白顶黄木桩
前，分别介绍了位移地雷和遗失地雷两
种情况。“中国扫雷让人感到放心！”迪亚
戈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

此后，迪亚戈来到正在作业的两个
通道，察看地雷挖掘和标示情况，并详细
询问扫雷作业手标准作业程序。回到控
制点，迪亚戈对视察情况作出总结：“你
们的扫雷工作高效、规范、安全，我感到
非常满意。”

据悉，多功能工兵分队受领任务以
来，已累计成功销毁以色列 4号反步兵
地雷 1220枚，清排雷区 4414平方米。

（本报贝鲁特11月29日电）
上图：迪亚戈（右一）察看当前作业通

道和地雷挖掘、标示情况。 孙 帅摄

联黎官员视察中国赴黎维和多功能工

兵分队已清排雷区—

“你们的扫雷工作高效规范安全”
■本报特约记者 孙 帅

本报法希尔 11月 29日电 张延

栋、郝兆建报道：当地时间 11月 29日，中
国第 3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
队一次性高标准通过联合国和非洲联盟
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联非达团）的首
次军事能力评估。

此次评估组由联非达团司令部协
同航空处空中行动部门、工程处、停火
委员会、运输控制部门一行 5 人组成，

就任务授权、态势感知、作战行动、战
备训练、行为纪律、平民保护、后勤保
障、人员健康与福利等 8 个方面，通过
多种方式对分队遂行任务能力进行检
查评估。

评估组组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说，
中国维和部队的空中运输能力令人敬
佩，“飞行员过硬的飞行技术和专业敬业
精神值得学习”。

我维和直升机分队高标准通过联非达团军事能力评估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30日电

（记者吕迎旭、尚昊）以色列军方 30日
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凌晨空袭了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位于
加沙地带北部的军事目标。

声明说，此举是对以色列 30日早
些时候遭到一枚来自加沙地带火箭弹
袭击的回应。

数十名巴勒斯坦青年29日前往加
沙地带东南部与以色列交界地区举行
游行，以军对人群开枪射击，导致1人死
亡，4人受伤。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加沙
地带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以空袭加沙地带

哈马斯军事目标

据新华社内罗毕 11月 30日电

（记者杨臻、储信艳）摩加迪沙消息：索
马里军方 30日说，索马里政府军当天
在该国西南部地区打死 6名极端组织
“青年党”武装分子。

索马里政府军指挥官穆罕默德·
阿卜杜拉希告诉媒体，军方当天接到
索西南部盖多州居民报告，“青年党”
武装分子在该地区向居民强行索要钱
财，政府军随后向武装分子发动攻
势。经过激烈交火，政府军击退武装
分子，并打死6名武装分子。

索马里政府军打死

6名“青年党”武装分子

据新华社布拉柴维尔11月28日

电 （记者王松宇）金沙萨消息：刚果
（金）安全部门 28日说，该国东北部伊
图里省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当日遭袭
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

根据安全部门的消息，当地武装
人员深夜袭击了这个埃博拉治疗中
心，3名医护人员死亡，4人重伤，袭击
者还烧毁了治疗中心的车辆和房屋。
此外，北基伍省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
当日也遭到袭击。

刚果（金）埃博拉

治疗中心遇袭

当地时间11月29日下午6时，

中俄南非三国海上联演在南非开普

敦附近海域落下帷幕。三国参演舰

艇举行分航仪式，官兵分区列队，相

互挥手致意。此次联演于11月25

日开幕。期间，中方参演舰艇潍坊

舰与俄罗斯、南非海军开展了联演

方案磋商、陆战队员训练等活动。

海上实兵演练阶段，三国海军参演

舰艇相继开展了编队运动、副炮对

海射击、直升机互降和解救被劫持

船只等课目演练。此次联演进一步

增进了三国海军官兵之间的友谊，

有力提升了三国海军的务实合作水

平和联合行动能力。

左图为分航仪式现场。

王冠彪摄

中俄南非三国海上联演闭幕
参演舰艇举行分航仪式

“诺曼底模式”四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

国）峰会将于12月9日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特别代表萨伊迪克11月27日在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表示，峰会前设定的工作已经完成。

“诺曼底模式”始于2014年6月。当时法国借纪

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机，邀请俄罗斯、德国、乌克兰

领导人在诺曼底就乌克兰局势进行磋商，开创这一机

制。此后，四国曾多次举行各层级磋商，但最高层级的

领导人会议自上次于201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后，因各

方在乌东部问题上分歧较大一直未能再举行。

近一段时间来，德法两国积极斡旋，通过领导人

通电话、高级官员会谈等方式对俄乌双方做工作，力

促“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早日举行。同时，俄乌双

方最近也释放积极信号，为峰会创造氛围。11月

18日，俄罗斯将去年扣押的3艘乌克兰海军船只归

还乌克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当天也向乌克兰

石油天然气公司提议双方延长供气合同一年或者签

署新合同。乌克兰外长普里斯泰科19日表示，乌克

兰代表团将以“开放的心态”与各方展开讨论。为使

峰会取得实质性进展，乌方愿接受“合理妥协”。

分析人士认为，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

来，其消极影响已严重“拖累”了欧洲、俄罗斯和乌

克兰多年，各方希望通过此次峰会取得突破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对乌克兰来说，实现国家和平与稳定

是重中之重。对俄罗斯和欧洲来说，因乌克兰问题

导致的制裁对双方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当前的

欧盟对俄制裁即将于2020年1月底到期，解决乌克

兰问题有助于双方在制裁问题上取得突破。

据报道，在即将举行的此次“诺曼底模式”四国

峰会上，各方将就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被扣押人

员释放、乌东部停火、乌俄边境控制权等问题进行

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问题不可能仅靠一次会

议就得到完全解决，各方未来需要在管控分歧、克

服外部势力影响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俄《生意人报》评论说，前期准备阶段顺利并不

能代表未来谈判就是一片坦途。虽然各方就乌东

部相关地区特殊地位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此问

题在乌国内仍要面临法律挑战。同时，俄乌双方也

在释放被扣押人员问题上分歧严重。

在外部影响中，美国因素不可忽视。美国国务

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27日表示，美国欢迎乌克兰走

出“艰难一步”，将同盟友一道向俄罗斯施压，迫使其

履行明斯克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方这一表态表

明，其或将利用自身影响力将此次会议引向对俄施

压的方向，而这可能导致峰会气氛变得对立，不利于

取得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王晨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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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警方11月29日晚说，当天下午发生在伦敦桥上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一名嫌疑人被警方开

枪打死。图为伦敦警察在街头巡逻。 新华社发

新闻分析

本报乌鲁木齐 11月30日电 单

传扬、特约记者黄宗兴报道：今天上午，
参加“勇士-7”中巴驻训联演的中方分
队官兵在新疆军区某特战旅驻地，采取
摩托化机动和空中输送相结合的方式
开赴巴基斯坦，与巴军官兵携手展开为
期一个月的驻训联演。

据悉，这是中巴两国特种部队第 7
次组织“勇士”系列联演联训。演训着

眼深化中巴两军特种部队合作交流，互
学互鉴战训经验，提升应对多种安全威
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此次驻训联演将增设重要设施联
合防卫行动课目演练，双方队员将以山
地条件下反恐作战为背景，指挥员和特
战队员同步施训，在突出指挥筹划和单
兵素质的同时，重点对组织协同、近战
技能、战场侦察、机动渗透等多种战场

技能进行精研细训，提升练兵备战质量
层次。

据中方驻训分队指挥员、新疆军
区某特战旅副旅长杨磊介绍，参训双
方将组织实兵实装实弹演练，全面检
验指挥作战水平、单兵战术素养及实
战能力，巩固联训成果，丰富两军在军
事训练领域合作，深化巩固中巴两国
两军传统友谊。

我参加“勇士-7”中巴驻训联演分队官兵开赴巴基斯坦

据新华社柏林11月29日电 （记
者朱晟、张雨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
部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 29 日在柏林
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最终版。

最终版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内容涉
及改善德国作为工业基地的框架条件、

加强新技术研发和调动私人资本、在全
球范围内维护德国工业的技术主权等。

据德国媒体报道，该战略让德国政
府今后可以通过动用国家资金收购本
地企业股份的方式，阻止来自非欧盟国
家和地区的企业收购一些特定领域的

德企。阿尔特迈尔表示，这一做法将是
“最后手段”，是“备用选项”。

经济和能源部今年 2月发布了该
战略草案，旨在有针对性地扶持重点工
业领域，提高工业产值，保证德国工业
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

德国发布《国家工业战略 2030》最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