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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1日电 经中央军委
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军队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自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规定》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严格领导干部管理
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重点从
工作指导、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结果运
用等方面，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进行统
筹设计，对现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进行
重构，对于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军要求，

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促进领
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坚持审计监督无禁区、无盲

区、无例外，明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担任
领导职务、负有经济责任的党员领导干
部全部纳入审计对象范围，一年内离任
或者离任不满一年的军级以上领导干部
应当安排审计。聚焦经济责任、聚力备
战打仗，要求紧贴领导干部岗位职责和
经济行为，突出对领导干部在军事经济
活动中贯彻决策指示、组织重大决策、完

成事业任务、解决矛盾问题等情况的审
计。鼓励探索创新、支持担当作为，强调
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对领导干
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作出客观、公正、准
确的评价，保护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对问题整改、移送处理、审计
约谈、情况通报等作出规范，提出审计结
果应当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和奖惩的重
要依据，审计建议应当作为有关单位党
委决策和制定政策制度的重要参考。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登临黄鹤楼，俯瞰长江水。

这条气象万千的巨龙，自巍峨雪山

孕育，聚沿途江河伟力，一路任有多少关

山险隘、九曲回转阻挡，仍然浩浩荡荡、

澎湃东去。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这个刻

骨铭心的庚子之春，面对史所罕见的新

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万众一心，凝聚起如滔滔江水般的

磅礴伟力，用巨大的牺牲付出，构筑起同

心抗疫的坚固防线，写就了人类抗疫史

上的悲壮雄浑篇章。

然而，刚过悬崖峭壁，又见暗礁险

滩，用心险恶的美式“政治病毒”持续为

祸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愈加搅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原本已

处于深刻调整中的全球经济秩序和国际

政治格局，再遭冲击。

踯躅还是向前？封闭还是开放？零

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

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中国步履从容、

行稳致远，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鼓点越来越密；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勠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充分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骨

担当。

中华民族向来不畏艰难险阻，当代

中国人民有战胜任何挑战的坚定意志和

能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谁也阻

挡不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谁也阻

挡不了！

（一）

武汉“解封”了！

在轮渡的汽笛声、公交车的报站声、

热干面的氤氲中，渡尽劫波的江城释放

出新的活力。从“九省通衢”看神州大

地，马路和街道变得喧闹，嘈杂市井升腾

起人间烟火，工厂机器再度轰鸣，校园里

又响起琅琅读书声……

夏天来了，雷雨也来了。

就在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

时候，美国一些政客罔顾事实、信口雌黄、

漫天“甩锅”，围绕所谓“实验室泄露”、“隐

瞒疫情”，大肆鼓噪“追责”、“索赔”，企图

在国际上掀起反华仇华浊浪。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

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些人的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旧时代，不但对巨大的中国

贡献“选择性失明”，而且接二连三抹黑

构陷中国。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丑化、打

压、遏制中国，甚至幻想通过威胁、恫吓、

讹诈，迫使中国牺牲自己的发展权，吞下

损害中国主权和尊严的苦果，企图强加

给中国人民一场莫须有的劫难。

回望世界百年风云，这样的伎俩、这

样的用心、这样的迷梦，中国早就见识

过。

19世纪的全球叙事，充斥着西方列

强殖民掠夺的血泪史，中国处在被奴役、

被瓜分的悲惨境地；

20世纪的全球叙事，写满了西方国

家一意挑起、冷热交织的战争史，中国人

民顽强抗争、艰苦奋斗，从“站起来”走向

“富起来”；

冷战结束以来，有的国家把“全球

化”等同于“西方化”，执意推动“历史的

终结”，对走向“强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

更是极尽遏制之能事。

从万里长征，到改革开放，中国前进

的脚步从未停歇。当今时代，中国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我们堂堂正正地来了，不卑不亢地

走着，心无旁骛地努力，一点一滴地收

获。然而，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颠覆了

美国一些政客的历史逻辑。中国站得越

稳、做得越好、走得越快，他们就越失衡、

越焦虑、越狂躁。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面“棱镜”的折射

下，美国一些政客近几年来的真实面目

和阴险图谋更加暴露无遗：嫉恨中国快

速发展，他们发动贸易战，大肆挥舞加征

关税的大棒，屡屡升级贸易摩擦，引发全

球市场剧烈波动；担忧中国技术创新，他

们挑起科技战, 滥用所谓“国家安全”概

念，变本加厉打压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

严重危及全球产业链安全……

“不是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而是去遏

制中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

克斯表示，“这真的十分愚蠢!”

疫情暴发以来，全世界都看得很清

楚，一些美国政客表现之拙劣令人瞠

目。推诿“甩锅”、漠视生命、种族歧视、

贫富悬殊……这些潜伏已久的美式“病

灶”叠加发作，加剧了疫情在美国的迅

速蔓延。一位美国记者说：“新冠病毒

并未破坏美国，它只是揭开了已经坏掉

的东西。”

历史不会终结，但会作出评判。新加

坡一家独立民调机构发布的统计报告显

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政府抗疫

措施的满意度评比上，中国民众对政府抗

疫的满意度最高，而个别不遗余力抹黑中

国的国家得分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二）

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傲视风狂雨

骤。

暮色苍茫，劲松的脊梁顶住乌云压

顶。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

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

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

不可的时候。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

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

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翻天覆

地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充满激情与

梦想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变革与

重构交织、海水与火焰交融的时代。

从历史兴衰规律来看，一个国家往

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压力最大，一个是

积贫积弱之时，一个是发展振兴之际。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由大到强、将强未强

的关口，面临的内外压力会越来越大。

民族复兴的追梦路上，难免会经历曲

折和痛苦，但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疫情暴发之初，人们难免震惊、迷茫

甚至恐惧，一时间“武汉告急”、“湖北告

急”。

千钧一发之时，中国人民打响了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面对疫情大考，中国用一个多月的

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三个

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

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

哪怕再乐观的人，也很难想到中国

在如此短时间内就能控制疫情。世界卫

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

斯·艾尔沃德结束考察工作后，用“望尘

莫及”形容中国的抗疫表现。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全球抗疫，无数中国人再次感同身

受：我们的路，走对了！

道路由来曲折，征途自古艰难。

这条路，把中国从国破家亡边缘

带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把中国从一

穷二白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应变局、战

洪水、防非典、抗地震、控新冠，实践反

复检验着一个真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

性，是中华民族攻坚克难、迈向复兴的

根本保证。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

激。当年，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巨

大压力，老一辈革命家非凡的战略气度，

对敌人的藐视、蔑视，给了我们今天战胜

一切困难的精神财富，也铸就当代中国

的风骨，让今天的我们更有实力、更有底

气奋发前行。

新中国不是被吓大的。“伟大的担子

要由伟大的人民自己挑”，“一股子气呀、

劲呀”当常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不

能丢。

只要路走对了，又何惧风雨！

（三）

4月2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

布一则快讯——《安徽31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在中国22个立下脱贫攻坚战

“军令状”的中西部省区市中，安徽是第

15个正式交卷的省份。

（下转第二版）

青 山 遮 不 住 ，毕 竟 东 流 去
—全球抗疫阻击战中的中国答卷

■解辛平

本报讯 张勇、肖雨轩报道：“1998
年 7月，我们连队在‘三江’流域抗洪抢
险任务中表现出色，被上级评为‘抗洪突
击连’。屏幕上展示的雨衣、手电和胶
鞋，是老兵们当年用过的……”6 月中
旬，第 72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坦克一连
指导员周彬走上讲台，深情讲述连队 3
件“传家宝”背后的故事，赢得阵阵掌
声。这是该旅活用红色历史资源深化主

题教育的一个情景。
该旅红色历史资源丰富，拥有“七一

功臣连”“团结巩固连”等多支红色连队，
涌现出“抗洪救灾模范”周丽平、“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王春卫等多个典型人物。
为推进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该旅创
新形式广泛开展“对话传家宝”活动，通
过一个个红色故事引导官兵讨论交流，
积极思考在新时代如何赓续精神血脉、

立足岗位践行使命担当。
装步一连荣誉室玻璃橱柜内，除了众

多有历史沧桑感的老物件，还有一些时间
较近的“传家宝”。其中，有一件带有数条
刀痕的上衣——这是该连四级军士长刘
菲菲在2018年休假期间见义勇为，徒手与
歹徒搏斗时所穿的上衣。新老“传家宝”
同柜陈列，是官兵传承精神血脉的印证。
“传家宝”激励官兵积极投身练兵备

战。前不久，该旅作战支援营工兵连参
加上级工程侦察集训考核，力压对手拔
得头筹；合成一营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昼
夜连续组织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20余
个参考车组成绩优秀。

第72集团军某旅活用红色历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传家宝”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6月19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实战化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实战本领。图为战机对地实弹攻击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盼摄

烈日下，额头上的汗珠吧嗒吧嗒往
下掉。

眼前这条训练跑道对于坦克特级
驾驶员高凯峰来说，再熟悉不过。长
达 14 年的坦克驾驶生涯中，他已记不
清在这条训练跑道上跑过多少次。这
一次，他却跑出了久违的“陌生感和紧
张感”。

4月底，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完成了
对这条坦克训练跑道新一轮的升级改
造，陡坡、雷场等障碍散落其间。作为团
里的训练尖子，高凯峰率先“试路”，在高
速机动条件下打击目标。

铁甲出击，沙尘飞扬。一路惊险，众
人屏息。
“挑战最大的是过雷场。”高凯峰一

边抹着汗水一边告诉战友，“原先雷场
与搓板路是分开的，改造后二者合在一
起，驾驶训练时我必须更多地考虑战术
动作，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只顾猛打猛
冲了。”

起初，动议升级改造这条跑道时争
议不小。

有人说，这事费时费力又费钱，一时
半会儿看不到效果，不划算；有人说，跑
道还没到非修不可的程度，不如把时间
精力投入到战法攻关上；还有人说，把跑
道修得太复杂，以后训练要是出了事故，
岂不是自找麻烦？
“不改不动是省心了，可打仗的硬

功夫从哪里来？”该团团长蒲勇说，“比
如车辙桥，练多了，驾驶员都能轻松通
过；比如运动间实弹射击，运动路线烂
熟于心，老炮手毫不费力就能打中固
定目标。如此一来，很难实现战斗力
跃升。”

面对争议，该团党委态度坚决：“实
战化必须要下足‘实’功夫，训练场地是
战斗力的‘磨刀石’，不能因为费时费力
就不去改造升级。”为此，该团认真分析
总结去年演训得失，在组织官兵利用室
内模拟器展开专业训练的同时，调配人
员和机械对这条坦克训练跑道进行升级
改造。

这次改造，坦克训练跑道的宽度、走
向、障碍物设置等均有调整，进一步满足
了装甲、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协同训练需
求，极限条件下多项高难课目训练有了
更加实战化的条件。

事实上，这条坦克训练跑道已不
是第一次升级。2016 年，该团代表陆
军备战俄罗斯“坦克两项”国际军事比

武竞赛时，就进行过升级改造，并帮助
参赛队员在比武竞赛中取得优异战
绩。

2017 年，该团吸取国外军事比武
竞赛跑道设计优点，对射击目标进行
重新设置，更好地模拟战场的严酷条
件。

2018年底，为进一步满足夜间训练
需要，该团在掩体构筑和障碍设置上对
跑道进一步优化，实现了单兵战术基础
动作训练、班战术训练和实弹射击训练
在这条跑道上的连贯实施。
“加上这次，跑道已经 4次改造，但

这次改造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蒲勇说，
瞄准未来战场，对标实战要求，坦克训练
跑道的升级改造还会继续。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5年 4次改造坦克训练跑道—

“路径之变”带来战力升级
■解 飞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要把一

支军队锤炼成胜战利剑，必须要有过硬

的“磨刀石”。战争年代，我军可以从战

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和平

时期，没有了枪林弹雨，实战化训练场就

是最佳“磨刀石”。

砺剑先改“磨刀石”。训练场这块

“磨刀石”设置得越贴近战场，制胜之刃

就能磨砺得越锋利。跨越实战化到实战

的“一字之距”，需要付出智慧、艰辛和汗

水。未来战场波诡云谲，作战方式日新

月异，平时训练的战场环境设置必须因

势而变、升级改造，变“粗放模拟”为“精

确营造”，最大限度地贴近实战，“磨刀

石”效应才会越发凸显。

升级改造训练跑道，意在通过战

场环境实战化设置，不断磨砺提升打

仗能力。当然，部队各级除了对训练

场有形空间进行改造外，还需不断完

善网络、电磁等无形战场环境的设置，

使部队真正具备制胜未来战场的实战

硬功。

砺 剑 先 改“ 磨 刀 石”
■段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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