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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李宣良、王逸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日
上午视察军事科学院，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事
科学院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军事科学院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军事科
学是指导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要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
来，坚持理技融合、研用结合、军民融合，加快发展现代
军事科学，努力建设高水平军事科研机构。

军事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科研机构，几
十年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次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军事科学院进行了重塑，习近平去
年7月向重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授予军旗并致了训词。

9时15分许，习近平来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考察相关科研工程进展情况。看到不少成果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习近平很高兴，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离开军事医学研究院，习近平来到军事科学院机
关。习近平对科研人才高度重视，他特意看望了在军事
科学院工作的“两院”院士，关切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
习近平指出，你们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我一直惦念
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成果、带好队伍，为强军兴军作
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叮嘱有关部门要充分尊重人才、关
爱人才，扎实做好育才、引才、聚才、用才工作，不拘一
格降人才，打造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方阵。

一幅幅展板、一件件实物，集中展示了军事科学院
的科研成就。习近平看得很仔细，不时驻足询问，详细了

解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了军事科学院

第八次党代会全体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军事科学院工作汇报，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军事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要
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战略谋划和顶层设
计，加强军事理论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军事科研工作
组织模式创新，把军事科研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习近平指出，要紧紧扭住战争和作战问题推进军
事理论创新，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
先进作战理论体系，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
事理论发展新境界。要打通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
实践的闭环回路，让军事理论研究植根实践沃土、接受
实践检验，实现理论和实践良性互动。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巩固和加
强优势领域，加大新兴领域创新力度，加强战略性、前
沿性、颠覆性技术孵化孕育。要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
点，坚定不移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尽早实现核心技术突
破。要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使
科技创新更好为战斗力建设服务。

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军事科研领域政策制度改革，
形成顺畅高效的运行机制，把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要深入研究理论和科技融合的内容、机制和手段，把理
论和科技融合的路子走实走好。要坚持开门搞科研，加
强协同创新，加强军民融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
形成军事科研工作大联合、大协作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最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各级党组织搞坚
强，把党的领导贯穿军事科研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要加强科研作风建设，加强科研经费管理，营造良好
风气。各级要主动靠上去解决实际困难，把大家拧成
一股绳，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参加活动。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当今世界，开放融
通的大潮奔涌向前，势不可挡。人类社会的
成长史，形象地向我们说明，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开放，是时代之势，也是发展之需，更是
世界之盼。开放，是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禀
赋，也是与生俱来的胸怀。

中国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发展
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改革开
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要明确告诉大
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

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
球村。零和博弈思维、反全球化行为，越来越
没有市场，推进互联互通是世界共同繁荣的
必然选择。中国开放，为全世界带来机遇，中

国要以更加开放姿态拥抱世界，走近舞台中
央，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
车”，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同应对摆在人类面前的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这是中国的使命，也
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进步作贡献的担
当。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发展是全人类的
共同诉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
千百年来追求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接

续努力奋斗的目标。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
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
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
扩张。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平等相待、和平
共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
放，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
党带领 13亿多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
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和平崛起，更大范
围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推进开放，努力利
用一切机遇为人类社会进步作贡献。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进入
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各
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么紧密，相互依赖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么强烈。各国之间，命运相牵，义
利与共，应该共享共荣，共进共退，成为
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接力棒交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手中，这是人民的信任、时代的重托。改革
开放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梦想不因
为现实复杂而不前行，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
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
弱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中国扩大开放，与历史潮流同步
伐，与时代脉搏共命运，与世界同行，与各国
为友，必将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干部）

中国以更加开放姿态拥抱世界
■ 樊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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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5月 16
日就印尼发生
恐怖袭击事件
致电印尼总统
佐 科 表 示 慰
问。

习近平表
示，惊悉印尼
东爪哇省泗水
市发生恐怖袭
击事件，我代
表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并
以我个人的名
义，对事件中
的无辜遇难者
表示深切的哀
悼，对无辜伤
者及遇难者的
家属表示诚挚
的慰问。

恐怖主义
是人类的共同
敌人。中方坚
决反对一切形
式 的 恐 怖 主
义，愿同包括
印尼在内的国
际社会一道，
共同打击恐怖
主义，维护世
界和地区和平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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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6日电 （记
者李伟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 16 日在北京会见
了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率领的
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等有
关活动。

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习近平
请朴泰成转达对金正恩委员长的
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今年 3
月金正恩委员长成功访华，我
同他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上星
期我又同金正恩委员长在大连
成功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
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为新
时代中朝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次朝鲜所有道、市委员长共同
组团访华，既是落实我同金正恩
委员长两次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
举措，也是两党开展的一次重要
交往，体现了金正恩委员长和朝
党中央对加强两党两国交流互
鉴、深化中朝友好合作的高度重
视。相信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
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中朝友好合

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朝鲜社会
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
们支持改善北南关系、推动朝美
对话、实现半岛无核化，支持朝
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金
正恩委员长带领朝鲜党和人民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
同朝方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推动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在座的各位
道、市委员长同志是推动朝鲜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祝
愿你们在金正恩委员长领导下，
推动朝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

朴泰成表示，朝中两党最
高领导人发扬朝中传统友谊，
接连举行同志般亲切的历史性
会晤，推动朝中关系进入新阶
段。此次由朝鲜所有道、市委
员长组成的友好参观团受金正
恩委员长指派访华，旨在落实
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学
习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
验，为朝党贯彻落实集中力量
优先发展经济的新战略路线发
挥积极作用，为巩固两党领导
人亲自提升的朝中友谊作出新
的贡献。

会见前，习近平同朝鲜劳
动党友好参观团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
王沪宁参加会见等有关活动

5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率领
的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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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军事科学院，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
事科学院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军事科学院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图为习近平亲切接见军事
科学院第八次党代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习近平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强调

努力建设高水平军事科研机构
图为习近平听取军事科学院工作汇报后发表

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