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以来，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遵循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
决议。5年多来，“一带一路”大合唱奏出
了和谐共赢的交响乐。“一带一路”蕴含
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世界所期待。

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构架
桥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风俗等方面差异较
大，二者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并不容易。“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一带一路”
合作面向全世界，积极欢迎发达国家加
入其中。正如白俄罗斯前副总理阿纳托
利·托济克指出的那样：这一倡议着眼的
不是欧亚大陆，而是整个地球。在风险
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国际格局中，“一

带一路”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合作的重要桥梁，转分歧为互信，变
隔阂为包容，化冲突为合作。

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提供机
遇。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马丁·雅
克指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想要解决
的是自1945年以来的全球核心问题——
占世界人口 85%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
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仍处
于工业化进程中，转型发展任务重。基
础设施建设，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摆脱
贫困，推进平衡、包容、普惠、可持续
发展等对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和转
型问题具有巨大帮助。第七十二届联合
国大会主席莱恰克讲得好：“一带一
路”倡议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融
资、交通改善和南南合作，还有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多边主义的承诺。

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全球

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困难，一是遭遇全球投
资下降、贸易增长放缓的世界经济周期背
景；二是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思潮涌动；三是一些国家国内发
展出现困难。“一带一路”生逢其时，成为
全球经济发展驱动器。“一带一路”合作平
台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的国家联通
起来，通过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以及国际
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加强，实现全球资
本、科技、人才的更好去处，使得昔日的丝
绸之路繁荣重新焕发。对于“一带一路”
倡议为当今世界增加的确定性和希望，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一带
一路”建设进入新时代，更意味着世界共
同发展事业进入新时代。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平台。
千年以来，古丝绸之路上演了一个个文明
交流互鉴、人类共同进步的故事。“丝绸之
路也提醒着我们，孤立的文化无法兴旺发

达，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滋养，越
包容越强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
事博科娃如是说。“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
各国及其人民之间建立信念、信任和信
心，共同建设合作共赢、和谐共存、命运与
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项目流行着一句真诚的话：“让我们为
了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互相帮助！”

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说：“‘一带
一路’倡议植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
土壤，点亮的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星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
研究院院长、中国方案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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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杜海涛） 据
海关统计，今年1月份，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2.7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8.7%。其中，出口 1.5 万亿元，增长 13.9%；
进 口 1.23 万 亿 元 ， 增 长 2.9% ； 贸 易 顺 差
2711.6亿元，扩大1.2倍。

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王珂） 商务
部 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介绍，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稳
定增长，实际使用外资841.8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4.8%。

高技术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增幅显
著 。 高 技 术 产 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40.9%，占比达到 29%。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
用外资15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4%。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4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金融服
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意见》 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综合施策，实现各类所有制企
业在融资方面得到平等待遇，确
保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得到切
实改善，融资规模稳步扩大，融
资效率明显提升，融资成本逐步
下降并稳定在合理水平，民营企
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充分激发民
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意见》 强调，加大金融政
策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对民营企
业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着
力破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信
用不充分等问题；完善绩效考核
和激励机制，着力疏通民营企业
融资堵点；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
资纾困，着力化解流动性风险并
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当抗战老兵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习主席率先起
身，向老兵们挥手致敬！”回忆起 2015年 9月 3日，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
的情景，现已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史保东记忆犹新。

“那天，我就在离习主席不远的天安门观礼台上。面
向阅兵方阵，我举手敬礼，一直坚持到阅兵结束。”时至
今日，老人仍然很激动。

“我这军礼，是向牺牲的老战友报告：祖国强盛了，
军队强大了。”史保东说，“我更是向习主席表达敬意，
是他带领我们迈上了强国强军的新征程！”

“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起初，我并不知道去北京要见习主席！”史保东
说，“能够参加‘9·3’大阅兵，是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
事情。”

阅兵前一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史保东作为抗战老战
士老同志代表应邀出席，习主席亲手把一枚沉甸甸、金
灿灿的奖章挂在他胸前。

习主席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勾起了史保东对抗
战岁月的回忆，曾几次落泪。老人感慨万千：落后就要
挨打，强国必须强军，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谁来守卫
我们的幸福生活！

习主席在讲话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裁减军队
员额 30万。“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是很震撼的。”讲
到这里的史保东难掩激动，“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来看，
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是卓有成效的。”

同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将军领队邓志平回
忆说：“听到这一重大决策，我很振奋，意识到改革强军
即将迈出更大步伐！”

在阅兵分列式上，邓志平带领“白刃格斗英雄连”
英模方队正步通过天安门，接受了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
检阅。阅兵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原成都军区副参谋长，
报到的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参与西部战区筹建工作。

如今的邓志平，担任西部战区副参谋长。他对记者
说：“别看都是副参谋长，但地位作用和过去有很大区

别。现在的我，专司主营打仗。”
空军三届“金头盔”得主蒋佳冀作为英模代表，也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重要讲话。在这轮改革中，蒋佳冀所
在航空兵师进行了改编，与兄弟单位一起形成了一个完
整作战体系，实现了扁平化的指挥体制。

“既瘦了身，更是强了体。”据蒋佳冀介绍，自改革
调整以来，他们部队充分发挥新体制下练兵备战聚合效
应，按照“以上统下、以天带地，互为对手、深度融合”的路
子，组织所属部队常态化开展合同训练，对比验证各型武
器装备性能，研练空中进攻作战、要地联合防空等合同战
法，锤炼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筹划和作战能力。

“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

2017 年 7 月 30 日，中国军队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
举行的沙场阅兵，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
的人民军队。”“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
一流军队。”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习主席在阅兵时的讲话，
依然萦绕在时任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团长刘军的耳畔。

刘军清晰记得在接受习主席检阅时，他代表左翼攻
击群发出“左翼攻击群，敬礼！”的响亮口令。“当时，
我们攻击群 900名官兵昂首摆头，向最高统帅行注目礼，
心头倍感荣光。”

“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是我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
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
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刘军兴奋地
说，“更令人振奋的是，在人民军队建军90周年之际，亲
耳聆听习主席向我们发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号令！”

那 天 ， 空 军 某 部 飞 行 员 汤 海 宁 和 战 友 驾 驶 3 架
歼-20、5架歼-16 从塞北某机场起飞，与 7架歼-11B 组
成楔形战斗编队，飞临检阅台。汤海宁回忆说，这次受
阅经历，一直激励着我们飞出更加壮美的航迹，向着强
军梦想振翅奋飞。

2018年以来，空军歼-20飞机正式列装，开展了海上

方向实战化训练、多机种空战对抗、夜间夜战训练，并
参加了空军“红剑”系列演习，成为空军战略转型的新
型作战力量。

航母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而舰载机则是航母核
心战斗力的关键要素。

2013 年 8 月 28 日上午，习主席顶风冒雨来到海军某
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观看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
着陆训练。

“舰载机上舰飞行着陆是航母形成战斗力的关键。”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参谋长徐英回忆说，“观看完训练
后，习主席走到飞行员中间，与我们一一握手，勉励大
家再接再厉、深入钻研、勤学精练，早日成为优秀的航
母舰载机飞行员。”

5年多来，飞行员们牢记统帅嘱托，搏击海天、加力
奋飞，一批批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的优秀舰载机飞行
员脱颖而出。

“在2018年4月12日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习主席又
察看了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飞训练情况。”徐英不无自豪
地说，“我是第一个起飞的！”

海上阅兵那天上午，辽宁舰航母编队精彩亮相，一
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按作战编组以排山
倒海之势破浪而来，接受统帅检阅。习主席在检阅舰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
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保障。

南海海域海上阅兵结束后，辽宁舰和数艘驱护舰、多
架歼-15战斗机、多型舰载直升机组成航母编队，在巴士海
峡以东的西太平洋某海域，展开背靠背综合攻防对抗演
练，标志着航母编队远洋舰机兵力协同运用向深度拓展。

“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的精兵劲旅”

“没想到习主席和我们一样，按照战斗要求身着迷彩
服登上了检阅台。”朱日和沙场阅兵，让担负护旗方队国
旗手的郭凤通深受触动。

盛夏的草原极目青天，火热的沙场鼓角铮鸣。由 29

辆猛士车、200多名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缓缓通过检阅
台，接受习主席检阅。

中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某旅旅长郑志洲曾3次参加阅
兵，他激动地回忆说，2017年的沙场阅兵意义尤为特殊。

“这次阅兵打破以往广场阅兵的惯例，不安排徒步方
队，不安排军乐团、合唱队，没有群众性观摩，所有受
阅官兵着作战装具，突出了野味、战味。”郑志洲告诉记
者，习主席身着迷彩服沙场阅兵，传递出一个坚定信
念：军事训练必须实打实，必须从难从严，不断提高实
战化水平。

郑志洲告诉记者，过去地空导弹部队实弹打靶，多
追求命中率，而现在他们协调驻地航空兵部队打破陈
规，完全按照实战需求，展开背靠背的“红蓝”对抗，
不定航路方向、飞行时间和飞行高度，电磁攻防贯穿全
过程，命中率虽然有所下降，但部队实战能力却提高了。

2018年 7月，该旅部分官兵机动数千公里进入实弹战
术演习现场。各种低空目标、先进飞行器伴随着强干扰，
多方向、多批次、多高度频频袭来，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官
兵们不经准备快速占领阵地实施首轮抗击，打边界条件、
打创新战法、打临时变换阵地部署。“一次演习机动设置多
个课题，抗击进攻波次比上年翻两番。”郑志洲说。

陆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旅旅长满广志，现场聆听
了习主席沙场阅兵时的深情嘱托：“全军将士们！你们
要坚定不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
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
兵劲旅。”

“我们蓝军旅就是要按照习主席关于备战打仗的指示
要求，把红军的实战化水平逼出来。”据满广志介绍，近
年来，陆军数十支部队参加“跨越·朱日和”实兵对抗演
习，与他带领的蓝军旅交手过招。红军部队在与专业化
蓝军旅的对抗中磨砺了实战能力，厚实了打赢底气。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阅
兵、庆祝建军 90周年阅兵、南海海域海上阅兵，以及检
阅驻香港部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视察检
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激励全军官兵在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上阔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那一刻，我们光荣接受检阅
新华社记者 黄书波 解放军报记者 李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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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未来世界发展的星空
■ 罗来军

点亮未来世界发展的星空
■ 罗来军

一年一度的元宵
节将临。为了让辖区
小朋友体会到传统节
日的快乐，营造欢乐
的节日气氛，2 月 14
日，安徽马鞍山市雨
山区鸳鸯社区妇联儿
童之家举办“巧手做
灯笼，喜庆迎元宵”
活动，辖区小朋友们
在志愿者老师的指导
和协助下，用一双双
小巧手做出了美丽的
灯笼，共同感受节日
的快乐。

王文生摄
（人民视觉）

巧手做灯笼巧手做灯笼
喜庆迎元宵喜庆迎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