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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和

中俄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12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和
中俄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习近平指出，今年中俄双方成功举办建交 70周年庆祝活
动，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
俄要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始终做真诚可靠的战略伙伴，给予

彼此坚定有力的战略
支持。

习近平强调，今年
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
加大干涉中俄内部事
务，威胁两国主权安
全，阻碍两国经济社会
发展。普京总统表示，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损
人不利己，中方对此完
全赞同。我坚信，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
进的步伐，俄罗斯人民
同样不会受外部干涉
影响，也将继续坚定走
自己的发展道路。中
俄要继续利用好战略
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
合作这两个平台，加强
战略安全沟通，增进战
略互信，维护好各自核
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安
全，维护地区及世界和
平稳定。

帕特鲁舍夫表示，
俄中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目
前两国各领域合作都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俄中关系牢不可破。当前美国奉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损害俄
中两国利益，也对整个国际体系和秩序造成消极影响。俄中在
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似，双方应继续密切协调，
维护俄中两国各自主权与安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促进多极
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法和公正国际秩序。

杨洁篪、郭声琨、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

电 （记者白洁）国家主席
习近平 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
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
索契的普京互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
表示热烈祝贺，向两国广大建
设者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
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
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
赢的典范。2014 年，我同普
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署项目
合作文件。5年多来，两国参

建单位密切协作，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战天斗地，高水
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向世界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
艺，展示了中俄合作的丰硕成果。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性
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双方要打造平安管道、绿色管道、
发展管道、友谊管道，全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全可靠，促
进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我和普京总统共同

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致决定继续
将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深化两国
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
关键时期，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
多像东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两国各自发展加油
助力，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 70周年之际，俄
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将使两国
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度。2014 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
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双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
作，如期完成了建设，未来 30年里俄方将向中方供应 1万
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
在 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2000亿美元的共识。俄
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这一标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
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斯卡亚和恰扬金 3个管道沿
线站发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气、中方
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

维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
3000 公里，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 3371 公里，利用已建管道
17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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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厦报道：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军部
队要认真做好 2020 年度《人民日报》、
《求是》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订阅工
作，严格落实《订阅报刊标准》，《解放军
报》要按规定全年度订到建制班。

通知指出，做好《人民日报》、《求是》
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订阅工作，对
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引导广大官兵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忠实履行新时代
使命任务，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不懈奋斗，具有重
要意义。

通知强调，落实《订阅报刊标准》，是

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单位
要严格按照订阅范围，落实订阅要求，不
能随意减少订阅种类和数量，不能将报
刊订阅经费挪作他用。《解放军报》是中
央军委机关报，用于指导全军部队全面
建设，要按规定全年度订到建制班。团
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订阅。部队机关和
教学、科研、后勤、装备等系统的非建制
单位及干休所，都要按照规定要求订阅
《解放军报》。部队在执行野外驻训或遂
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应在任务驻地邮
政部门及时订阅《解放军报》，或联系原
驻地邮政部门直接转投，确保官兵按规
定要求读到《解放军报》。各级要积极支
持《解放军报》等中央和军队重点报刊的
新媒体平台推广使用，不断拓展中央和
军队报刊的传播空间。《中国国防报》和
《中国民兵》杂志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
重要载体，国防动员系统可结合实际搞

好征订使用。
各级要高度重视《人民日报》、《求

是》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订阅工作，
领导亲自部署，宣传部门具体组织，相关
部门密切配合，确保 2020年度报刊订阅
工作顺利开展，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和广
大官兵养成读《人民日报》、《求是》杂志
和《解放军报》的习惯。各级政治工作部
门要深刻认识做好中央级党报党刊和军
队重要报刊订阅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
性，坚决防止和克服订阅工作的随意
性。要认真检查、全面掌握所属部队订
阅报刊情况，对迟订、少订和漏订的要严
肃批评、及时纠正，对违反规定、影响恶
劣的要坚决查处、执纪问责。重点报刊
订阅情况于 2020年 1月底前报军委政治
工作部宣传局备案。军委政治工作部将
视情对订阅报刊杂志情况进行检查，对
问题突出的予以通报。

军委政治工作部通知要求做好党报党刊订阅工作

《解放军报》要按规定全年度订到建制班

图为发射一营

官兵誓言当先锋！

王 杰摄

从赛场夺冠看军事素质跃升
导读
详见6版 向“最美”学习，凝聚道德力量

今年国庆阅兵，火箭军某旅发射一
营排长章彪乘坐导弹战车光荣受阅，驶
过天安门。

时光回溯。1999年的国庆阅兵，组
建不久的一营官兵也是驾驶导弹战车，
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公开亮相。

大国重器，高车长剑。章彪自豪感
充盈心间——营队组建 20多年，他们 6
次立功，39次出色完成联合军演、红蓝
对抗等重大任务，45次托举长剑飞天，
被中央军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营”荣誉
称号；连续 17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
营”，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实

现了由导弹发射先锋向强军打赢先锋的
新跨越。

从随时待战到随时

能战—

夜夜枕戈待出征，时

刻准备上战场

走进一营，营门前高悬一块数字不
跳动的倒计时牌，上面一个大大的“0”字
经年未变。
“对一营官兵而言，战争没有倒计

时，每天都是出征日。”营长潘少明说，这
支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担负特殊使命，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备战状态就是
他们的生活常态。

副教导员袁怡光刚到一营上任不

久，就从吃饭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有
些时间食堂荤菜多素菜少，又有一些时
间却荤菜少素菜多。

这是怎么回事？战士们“揭秘”：每
周战备训练计划下发后，炊事班班长孙
宇就召集大家针对训练课目、训练强度，
精心调配食谱，制订炊事班的“作战图”，
10多年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做顿饭都围绕战备转！”袁怡光感

叹：“一营不一般！”走进各库房，看见井
井有条的战备物资，他更是为官兵的战
备素养折服。
“来一营为打仗、在一营练打赢、从一

营上战场”，这些年，一营始终强化“岗位
就是战位、值班就是打仗”的思想，始终保
持“敌情就在当面、战争就在眼前”的警
觉，紧前练兵备战的意识深植官兵头脑。
（下转第二版）

“ 砺 剑 先 锋 ”新 跨 越
—火箭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营”推进练兵备战纪实（上）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李永飞 宋开国

从“导弹发射先锋营”到“全军践行

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这两项荣誉，记录

了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组建20多年来

的建设发展跨越，也浓缩了他们始终争

创一流、永不止步的先锋追求。

习主席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

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先锋是时代的呼

唤。进入新时代，强军梦想催人奋

进，但伟大梦想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伟大征程时刻召

唤勇于攻坚克难、敢于开拓创新的时

代先锋。

奋进新时代，阔步强军路，广大官

兵要像“导弹发射先锋营”官兵一样，始

终保持为战砺剑的拼劲、追求极致的干

劲、开拓创新的闯劲，努力锻造未来战

场的制胜刀锋。

勠力强军 勇争先锋

本报讯 记者马三成、特约记者
晏良报道：前不久，西藏军区“雪域
使命-2019”实兵演习在多个高原训练
场区结束。这是西藏军区多年来首次在
严寒时节组织大规模实兵演习，有力推
动了“窗口期演训”向全年练兵、随时
能战转变。

据了解，高原气候多变、环境恶
劣，以往的演习大多安排在气候较好

的月份举行，此前还要进行人员装备
调整和高海拔驻训适应工作。今年以
来，西藏军区党委着眼练兵备战新要
求、高标准，探索推行“两个不经、
一个遂行”模式，即参演部队不经人
员装备调整、不经高海拔驻训适应，
立即遂行作战任务。据此模式组织的
实兵演习，使参演部队经受全面考验。

领导带头指挥训练。西藏军区党委

领导在指挥所连续奋战，带领机关真研
实训、真演实练，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
训练成果。参演部队指挥员在高原演兵
场与参谋人员一起搞筹划、做方案，树
立了练兵先练将的鲜明导向。

为紧贴实战，他们邀请院校专家现
场辅导，实时采集导调数据，全景构设
战争场景，详细评估参演单位作战能
力，进一步摔打锤炼部队。

西藏军区在严寒时节组织实兵演习

“窗口期演训”向全年练兵随时能战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