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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前夕，武警黑龙江省总队鹤岗支队组织官兵来到抗日英雄赵
尚志将军牺牲地和梧桐河抗联纪念馆参观，激励官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图为官兵在参观纪念馆。 陈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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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精神激励后人

据新华社北京7月 31日电 （记
者谭晶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0日下
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出席第九
次中英战略对话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

李克强积极评价中英关系及各领
域务实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指出，
2015 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英国，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当前形势
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有责任维护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及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的多边贸易体制，应当携手坚持多边
主义、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世界
注入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英方继续

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推
动双边关系与合作全方位发展。双方
应发挥互补优势，拓展各领域合作，
以年内开通“沪伦通”项目为契机，
积极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更好实现
互利共赢。中国将为包括英国在内的
外国在华企业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希
望英方为中国企业赴英投资提供良好
的制度保障。

亨特表示，很高兴就任英国外交
大臣后首次访问中国。英中关系近年
来得到长足发展。两国关系的“黄金
时代”正全面展开，双方合作大有可
为。英方期待明年举行新一轮英中总
理年度会晤，愿继续同中方深化政治
互信，加强战略对接。

李克强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本报北京7月 31日电 （记者李
贞） 31 日上午，由人民日报海外
版、中国移动指导，“学习小组”、人
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军网
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主办的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竞答
平台“小组荣耀”上线仪式在人民日
报社举行。来自相关部委和军队系统
的约百余名嘉宾出席了上线仪式。

同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1周年，“小组荣耀”还正式启动
以“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国防军事知
识”为主题的“八一专场”，吸引了来自
国防科技大学、陆军装甲兵学院、陆
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等军
事院校团队和广大网友参与竞答。

“小组荣耀”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旗下新媒体品牌“学习小组”联合中
国移动咪咕公司推出的学习竞答平
台，主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建知识、国史军史
等，用户可以登录手机端，与全国网

友随机配对进行一对一互动答题竞
赛，并参与排行榜角逐。这也是主流
媒体为宣传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主义思想做出的全新尝试。

据悉，后续“小组荣耀”将逐步
引入各类组织间的团体赛，开设不同
主题的学习竞答专场，并将在近期通
过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合作，全面
覆盖到入驻“人民党建云”平台的
2500 余个基层党组织，让党建工作
真正“走”到基层党员身边，做到

“工作千万里，党建无距离”。

全国首个学习竞答平台
“小组荣耀”正式上线

7 月 31 日，“大洋一
号”科考船从青岛起航，
前往西北太平洋海山区开
展资源环境的综合调查工
作，履行中国富钴结壳勘
探合同，并开展深海生态
环境调查，同时对鸟类、
海洋哺乳动物等进行观
测。据了解，本航次将执
行中国深海大洋第 48 航
次科学考察任务，共计
100 天 ， 航 程 约 6700 海
里。

图为 31 日“大洋一
号”科考船在青岛基地准
备起航。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中
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
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当好中国共产党的
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
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
出席座谈会。李克强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
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
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
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
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
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先后发言。他们赞同中共
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
虑，并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优化营商环境、增强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动力、加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做好重点区域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化两岸民间产业合作等提出意见
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
话。他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
化，中共中央观大势、把方向、谋全局，各地区各部门
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我
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绩。

习近平强调，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牢牢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的部署要求，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深入一线考
察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
施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各民主党派中央主要负责
同志坚持问题导向，亲赴扶贫一线蹲点调研，掌握第一
手资料，听取第一线声音，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
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展示了新气
象、新面貌、新作为。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同志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上半年经济

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下
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意见，我们将认真研
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强调，下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
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积极进取，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政策
合力，扎实细致工作，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习近平给大家提出 3 点希望。一是希望大家正确认
识当前经济形势，保持信心、坚定决心，更广泛地凝
聚共识。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
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
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二是希望大家
聚焦中共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发挥特点优势，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聚焦中共十九大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围绕实

施重大战略，围绕打赢“三大攻坚战”等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难点问题、推动创新创造
关键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深入考察调
研，多深入基层寻计问策，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
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希望大家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热点
问题，加强思想引导，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要密切关注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动态，
加强沟通和引导，使他们客观看待当前形势，相信有
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有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丰富经验，有广阔的国内
市场、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有能
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理解改革、投身改革、支
持改革、参与改革，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丁薛祥、刘鹤、胡春华、尤权、王勇、肖捷、何立
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建邦、辜胜
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张伯军、
张道宏、李世杰、朱永新、曹鸿鸣、赖明、黄荣、高鸿
钧等。

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

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保持信心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李克强通报有关情况 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空军发布”与战鹰齐飞
申进科

““大洋一号大洋一号””科考船科考船
青岛起航青岛起航

中共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国空军警巡东
海、战巡南海，还是前出西太、绕岛巡航的消
息，“空军发布”这一平台多在一线机场便将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与此同时，借助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平台通过多语种向海内外播发，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空军的威武形象。

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空军发布”作为中国军事新闻发布的一
个重要平台，近年来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传
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影响力来自大事面前“不失语”。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
海防空识别区，发布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当
天 18 时，“空军发布”即向海内外发布信息

《中国空军首巡东海防空识别区》，向全世界说
明：中国空军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进行空中巡
逻，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国际航班在东海防空
识别区内的正常飞行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中国军队有能力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有
效管控，将根据不同空中威胁采取相应措施，
保卫空防安全。此后，就国际舆论的相关关
切，“空军发布”相继发布了7次东海防空识别
区管控方面的信息。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空军轰-6K 战机
同日展翅西太平洋和东海防空识别区，任务结
束 15分钟后，“空军发布”即向海内外发布行
动信息。类似有信息、有态度、有情感、有立
场的“首音发布”还有：中国空军多型战机编
队飞越宫古海峡、中国空军多型战机首次飞越

对马海峡、中国空军轰炸机战巡黄岩岛、中国
空军侦察机飞出新航线、中国空军歼-20战机
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中国空军苏-35战
机战巡南海、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双向绕飞台岛
巡航……

“朋友圈”越来越大

这几年，中国空军与世界各国空军开展了
广泛交流合作，中俄、中巴、中泰等系列联演
联训和国际军事比赛等系列军事交流活动深入
开展，中国空军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
积极传递中国话语，塑造展现我大国空军威武
之师、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英姿
风采。

顺势而为传递“中国话语”。2017 年 7 月
27日，中国空军在湖北召开国际军事比赛“空
降排”赛事新闻发布会，中国和伊朗、哈萨克
斯坦、摩洛哥、俄罗斯、南非等国参赛队指挥
官和各国媒体记者参加。有记者问，“有外媒
报道中国空军轰-6K 在西太平洋上飞行时，
受到了跟踪伴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
人即向中外记者明确表示：中国空军开展远
海远洋训练 3年来，应对和处置了各种干扰阻
挠。今后不管遇到哪国阻挠，我们还要一如
既往；不管谁来跟着伴飞，我们还要常去多
飞。同时向中外记者阐明：中国空军开展远
海远洋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
目标，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目
的是通过实战化训练，锻炼和拓展海上实战能
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空天

安全和发展利益。
因势而动传递“中国话语”。2017 年 7 月

至 8月间，国际军事比赛“航空飞镖”赛事在
中国吉林举办，专门设立了野战化新闻中
心，并配有多语种翻译，把赛事资讯第一时
间与媒体分享。俄罗斯空天军副司令兼空军
司令和俄罗斯战略技术航空兵备战主任等俄
军将领，都曾在这个新闻中心与中外媒体记
者集体见面、介绍情况。在这个新闻中心，
就中国空军战机在东海海域快速逼近某国侦
察机，并迫使其采取回避动作的有关报道回
应：中国空军飞行员从来都是依法依规飞
行，同时也会运用国际法，一如既往维护国
家空天安全。

应势而谋传递“中国话语”。中国空军近
年来深入持续开展实战化训练，演训的规模越
来越大，涉及的地域越来越广，飞越的频次越
来越多，引起国外一些媒体的关注和猜测。
2017年9月21日，中国空军在新疆召开中巴空
军联合训练记者见面会，就个别外媒对中巴空
军联合训练的误读予以回应：“对于中国空军
开展的各种例行性演训活动，有些国家不必大
惊小怪，他们要学会习惯和适应。”还应势向
中外记者阐明：组织军事演训活动是世界各国
军队的通行做法，每个国家的军队要提升战斗
力，担当起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使
命，都要经过严格的实战训练，都要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要用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空军
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空军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与危机。

（作者为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