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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戎耀荆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特别报道 （第五版）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尹航、
张笑语报道：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今天在八一大楼，分别与来华出席第九届
北京香山论坛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
臣迪班、蒙古国国防部长恩赫包勒德、新
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尼泊尔副总理兼
国防部长博克瑞尔、缅甸国防部长盛温、
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朴宰民、朝鲜人民武
力省副相金亨龙、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
巴瓦迪、乌干达国防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长姆韦西杰、埃及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长
扎基会见会谈。会见会谈中，各方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第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预
祝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

在与迪班会谈时，魏凤和说，中柬是
铁杆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和洪森首相引领
下，两国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两军各领域
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支持柬埔寨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国防和军队
建设发展，愿同柬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
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两国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多作贡献。

迪班说，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两

军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巩固发展。柬方
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军合作不断
取得新成果。

在与恩赫包勒德会谈时，魏凤和表
示，中方高度评价蒙方在涉及中方核心
利益问题上的支持，愿同蒙方对接好“一
带一路”倡议和“发展之路”战略，不断丰
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近年
来，中蒙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希望双
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沟通，加强人员培训、
青年军官等各方面交流，推动两军友好
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下转第四版）

魏凤和与出席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会见会谈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欧阳
浩、张笑语报道：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今
晚举行欢迎晚宴，欢迎出席论坛的中外
来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许其亮出席并致辞。

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
长魏凤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
部参谋长李作成出席晚宴。

许其亮说，自 2006 年创办以来，北
京香山论坛始终坚守“开放、包容、互鉴、
合作”理念，成为全球主要安全对话平台
之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下，
亚太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世界需要一
个稳定的亚太，和平稳定需要深化对话
合作。

许其亮表示，中国始终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始终支持和
践行多边主义，始终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我们拿出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倡议。我们展现了中国担当，

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担当大国责任。我们贡献
了中国力量，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
多的公共安全产品。无论中国军力如
何发展，都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
量。期待各国朋友在论坛期间畅所欲
言，为促进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
宁贡献智慧和力量。

出席论坛的 76个官方代表团、23国
国防部长、6国军队总长（国防军司令）、
8位国际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等 600余
名嘉宾参加晚宴。

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欢迎晚宴
许其亮致辞 魏凤和李作成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六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 10月 20日在浙江乌镇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互联网诞生
50 周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
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
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好、
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

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
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
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

习 近 平 向 第 六 届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致 贺 信

本报讯 柴若滨、高红宝报道：10
余名专项核查组组长全是执纪办案经验
丰富的团以上干部，近百名骨干区分医
疗卫生、财经管理、工程建设、物资采购
等领域各有专攻……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小内核、大外围”的
纪检监察队伍抓建模式，建立起囊括百
余名骨干人才的执纪办案人才库，初步
形成“调查有好手、问询有强手、审理有
能手、监察有专手”的局面。

点击打开该中心执纪办案人才库，
骨干人才业务专长、培训经历、办案情况

等信息一目了然；根据工作需要输入关
键词后，所有符合标准的人选即被筛选
出来。该中心纪委领导说，建立人才库
不仅仅是要把骨干练精，更重要的是通
过发挥骨干辐射带动作用，实现纪检监
察队伍全面胜任、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执纪办案“铁拳头”。他们坚持
服务一线、靠前培养帮带，抽选 14名执
纪办案骨干，对 28名基层干部进行“一
对一”辅导，深入库所、科室、台站为官兵
进行政策解读，深受部队欢迎。

为提高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质效，该中

心延伸拓展人才培养路径，通过选优送
训、院校培训、以案代训、军地联训等办
法，对一线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培训锻炼。
同时，他们常态化开设“要事每周谈”学习
平台，设置专题网页，编印下发军队纪检
监察工作政策法规、典型案例等，为工作
开展和人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该中心纪委先后组成 5个重
点问题线索核查组奔赴全国 10余个省
份，7次召开问题线索核查推进会，受理
的问题线索和信访件全部按时办结，上
报后全部一次性通过审核。

建立人才库 锻造“铁拳头”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探索纪检监察队伍抓建模式

在碧水轻摇、白墙黛瓦之间，人工智
能、5G、物联网等成为“热频词”，世界互
联网又如约进入了乌镇时间。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
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
“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

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
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
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
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在会内会外引起
热烈反响。

前景广阔，造福人民

“从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有信心，推动互联网发挥更好的影
响和更大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
铨表示，今年适逢互联网诞生50周年、中
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 25周年，互联网行
业持续蓬勃发展，中国将大有可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对世界互联网

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再次鼓舞
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们投身到数字中国的
建设中去。”快手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宿华说，得益于国家在互联网基础设
施上的巨大投入，快手等一大批科技企
业快速成长，见证、记录着国家日新月异
的发展进程。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成为创

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引擎。信息技术为
制造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效赋能，推动
国家不断前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
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公司深耕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努力探索物联网技
术与智慧能源的深度融合之路。

杭州大搜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军红
说，当前传统汽车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流通市场急需变革，以降低车辆消费门
槛，提振消费市场信心。大搜车采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开放平台，
精准对接传统工厂、商家和客户，为消费
者带来切实利益。

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印奇说，新一轮互联网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让从业者深切感受到机
遇与挑战并存。印奇表示，旷视始终坚
持自主创新，已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拥
有自主研发深度学习框架的公司之一，
将努力帮助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来
临时，成为引领世界的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了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
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
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

让我们对抢抓新机遇、拥抱数字化，推动
产业升级的道路充满信心。”绍兴市委常
委、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说。

徐良平介绍，诸暨拥有 4家省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还将针对袜业、珍珠、铜
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进
行专项政策扶持。

共商、共治，加强网络

空间治理

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
传媒监督局局长亚历山大·扎罗夫认为，
新技术发展为各国合作应对网络风险、
开展共同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硬件支持。
他建议，各国应加强网络空间的相互信
任，合力应对挑战和威胁，尤其是打击互
联网犯罪。
“网络空间是实体社会的延伸，大会

将贡献网络治理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
案，凝聚国际社会最大共识，为互联网未
来格局演进指明方向。”浙江省委网信办
主任朱重烈说。

网络安全战略专家秦安说，尽管欧
美等国提出了有关打击网络犯罪的公
约，但由于公约本身不完善，没有得到大
多数国家的认可，目前世界范围内很难
对网络犯罪形成打击合力，直接影响网
络空间治理力度。
（下转第三版）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飞、通讯员张
振华报道：10月 11日，某海域重云如盖，
秋雨连绵。海军某舰载直升机团利用复
杂气象条件，在该海域上空展开一场恶
劣环境下的反潜训练。飞行员王鹏飞驾
驶某型舰载直升机盘旋在海域上空实施
作业。

连日来，该团驻地一直笼罩在风雨
之中，附近海域天气变化难测。11日的
飞行计划原本是平台课目。“战争不会选

择天气，有什么条件就打什么仗。”该团
党委研究决定，将计划改为复杂气象、复
杂海况条件下的反潜训练。

原计划担任塔台指挥员的团长崔
敖，带头驾驶战机升空。经无线电与塔
台沟通后，崔敖协同配合另外两架直升
机在目标海域盘旋搜索。海上风力大、
云层低、能见度差等恶劣气象条件，极大
增加了搜索难度。

崔敖在目标海域仔细搜索，不时在
可疑海区吊放声呐浮标。波浪起伏中，
一个亮点一闪而过。根据经验，他判定
可能是“敌”潜艇潜望镜。经过仔细探
测，他果然发现目标。

越是复杂气象，越能锤炼实战本
领。该团领导认为，在复杂气象条件

下开展训练，有助于提高飞行员飞行
能力，培养官兵在实战化条件下直面
各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但是，从严
从难训练并不意味着蛮干硬闯，而是
要科学施训。

为切实提升“海上雄鹰”反潜能力，
前期该团机关精心筹备，在充分考虑人
员、飞机、天气等因素前提下，多次修改
方案，飞行计划一主多备；机务官兵严格
把关，认真检查、精心维护，确保飞机不
带问题飞行。训练期间，他们按照多次
交替接续的方式，对昼间空中不间断定
测跟踪。飞行结束，该团领导及时组织
参训人员进行讲评，直接点出问题，现场
提出解决办法，切实达到飞行一次、提高
一次的目的。

“海上雄鹰”猎潜
海军某舰载直升机团利用复杂气象复杂海况锤炼反潜能力

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是我们党

一以贯之的好传统。今年7月，习主席

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不能学

归学、说归说、做归做”“要学以致用，

不要学用脱节”，这对正在全党全军深

入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曾说：“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

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与用，精通

是前提，应用是目的。只有精通，才能

应用；为了应用，必须精通。精通而不

应用，学习便失去了意义；应用而不精

通，则很难用活用好。要开展好这次

主题教育，就必须坚持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把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落到

实处。

发扬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就必

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学习

同研究解决问题结合起来，把思想

锤炼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实现思

想的再洗礼、初心的再回归，党性的

再淬炼、使命的再出发，努力把学习

成效落实到增强党性、改进作风上

来，体现到提高练兵备战能力、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上来。

学以致用促走深走实
■李嘉伟

本报武汉10月20日电 记者赖
文湧报道：军运会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代表团又添 14金。截至记者发稿时，
中国队以 26金、9银、9铜成绩暂居金
牌榜、奖牌榜第一。

在军事五项赛场上，中国选手发挥
出色，两破世界纪录。中国选手卢嫔嫔
在女子障碍跑（500米）项目比赛中，以2
分 10 秒 09 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
录。中国选手潘玉程以 2分 09秒 05的
成绩打破该项目男子世界纪录，也成为
该项目第一个跑进2分10秒的运动员。

作为世界军人运动会极具军事特

色的项目，水上救生比赛 20日揭开战
幕。中国选手吴慧敏以33秒 93的成绩
夺得该项目首金，这一成绩也刷新了由
她自己保持的纪录；水上救生项目男、
女 4×50米障碍游泳接力的金牌均被
中国队收入囊中。牛钰捷、戴晓蝶分别
获得男、女200米超级救生金牌。

游泳大项今天产生 8金，中国选手
发挥出色，一共拿下 6金 3银 1铜，同时
打破 3项赛会纪录。在男子 200 米混
合泳项目中，中国选手汪顺以 1分 56
秒 25的成绩夺取金牌，创造新的赛会
纪录；杨浚瑄在女子 200米自由泳项目
上取得 1分 56秒 21的成绩，打破法国
选手博内特在 2015年创造的 1分 57秒
65的赛会纪录；在女子 4×100米自由
泳接力决赛中，王简嘉禾、杨浚瑄、张
雨霏、朱梦惠合力游出 3分 39秒 57的

成绩，创造新的赛会纪录；男子 800米
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季新杰在最
后一百米强势反超乌克兰选手，以 7分
53秒 65创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这也
是我军游泳队在本届军运会斩获的第
10金。张雨霏、索冉分获女子 100米蝶
泳和女子 50米蛙泳金牌。

20日晚，在军运会女子柔道 78公
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彦战胜
斯洛文尼亚选手，再为中国代表团斩
获一枚金牌。

当天，中国选手赵茜沙获公路自
行车女子个人赛冠军，中国队获女子
团体赛冠军。

上图：10月20日，在水上救生项目

女子4×50米障碍游泳接力决赛中，中

国队以1分47秒58的战绩夺冠。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军运会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再添 14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