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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强调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迈亮相

新华社三亚4月12日电 奋进新时
代，扬帆新航程。4月12日上午，中央军
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
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
信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
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紧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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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
化进程，善于创新，勇于超越，努力把人
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海南花团锦簇，南海春潮涌动。9
时许，习近平来到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码头，登上执行检阅任务的长沙舰。检
阅舰按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
五星红旗、八一军旗迎风飘扬，军乐队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在
飞行甲板检阅舰艇仪仗队。随后，检阅
舰鸣笛起航，在护卫舰艇拱卫下，向阅
兵海域进发。

此刻，人民海军48艘战舰铁流澎
湃，76架战机振翅欲飞，10000余名官
兵雄姿英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海上阅兵，是新时代人民海
军的豪迈亮相。

舰阵如虹、白浪如练……这挺进深
蓝的壮美航迹，凝聚了近70年来人民海
军的不懈奋斗，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巨大成就。

10时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域。海
军司令员沈金龙、政治委员秦生祥报
告海上编队集结完毕，习近平下达检
阅开始的命令。

伴随着激昂的分列式进行曲，受
阅舰艇按作战编组组成战略打击、水

下攻击、远海作战、航母打击、两栖登
陆、近海防御、综合保障等7个作战群，
以排山倒海之势破浪驶来。受阅飞机
组成舰载直升机、反潜巡逻作战、预警
指挥、远海作战、对海突击、远距支援
掩护、制空作战等10个空中梯队，在受
阅舰艇编队上方凌空飞过。水下蓝鲸
潜行，海面战舰驰骋，天上银鹰翱翔，
汇成一部雄浑的海天交响曲。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
哨，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
志们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饱
含深情，官兵的回答铿锵有力。统帅和
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这次海上阅兵，辽宁舰航母编队
精彩亮相，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
艇、作战飞机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后
列装舰艇占受阅舰艇一半以上。

检阅完海上编队后，习近平前往检
阅舰驾驶室，透过舷窗观看受阅编队航
行情况。舰艇编队乘风破浪、浩浩荡荡。

11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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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
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大踏
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今天的人民海军，正以全新
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党和人民为英
雄而光荣的人民海军感到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要求海军将士们，全面贯
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
度，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坚定理想信
念，弘扬光荣传统，努力锻造听党指
挥、政治过硬的海上劲旅。全面深化改
革，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型

作战力量，着力构建现代海上作战体
系，努力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大
抓实战化军事训练，保持高度戒备状
态，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决捍卫
国家权益，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
平稳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表示坚信，人民海军一定
能够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新时代不
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赢得长时间
的热烈掌声。

海上阅兵结束后，习近平察看了
辽宁舰歼-15飞机起飞训练情况。轰
鸣声中，4架战机先后腾空而起，直插
云霄。尔后，习近平前往检阅舰海图
室，在航泊日志上郑重签名。

习近平对海军官兵一直牵挂在
心。中午时分，他来到水兵餐厅，同水

兵共进午餐，关切询问大家的学习、训
练、生活情况。检阅舰停靠码头后，习
近平在前甲板接见官兵，同大家亲切
握手，合影留念。官兵们簇拥在习近平
身旁，充满了幸福和喜悦。

分别的时候到了，全舰官兵依依不
舍。舰艇仪仗队再次在飞行甲板整齐列
队，以海军特有的礼仪向习近平致敬。

习近平的检阅为受阅部队开展实
战化军事训练注入了强大动力。受阅
部队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迅即开赴
训练海域，一场跨区实兵演练在海上
全面展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许其亮主持阅兵。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
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
升民参加活动。

相关报道见03版

该班列41个集装箱满载着
LED显示屏、轮胎、机载配重件、灯
具、装饰材料、日用品等货物，从成
都国际铁路港出发，由霍尔果斯口
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斯洛伐克等多个国家，全程运行约
9800公里，预计13天左右抵达维也
纳。此趟班列装载的货物总货值约
150万美元，总重量约370吨。随着
成都与维也纳城市间的合作深化、
贸易互推、产业并进以及双方国际
市场的日趋成熟，将逐步实现该条
线路的常态化开行。

“首发班列就像是一个标志，
不仅意味着两国之间，也意味着四
川与维也纳有了铁路货运往来 。”
奥地利联邦铁路总公司的CEO马

塔表示，希望未来两地之间能有更
多的班列往来。

奥地利外交部长克奈斯尔表
示，希望中欧班列蓉欧快铁不仅从成
都满载货物到维也纳，也能满载维也
纳的货物回到成都，从现在的密度到
未来的一年300多趟。“维也纳在欧
洲就像成都在四川一样，处于交通非
常便利的位置，能很便捷地将货物分
散至各地，以及运往成都。”

马塔还透露，“一带一路”是一
个对全欧洲都有重要经济意义的
倡议，奥铁将全力支持。与此同时，
奥铁公司还计划自 2020 年开始，
在奥境内新建“一带一路”欧洲中
部枢纽站，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延长
线提供服务。

总统设宴总统设宴：：火锅＋川菜火锅＋川菜
访华行程临近结束，奥地利总统

范德贝伦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私人晚宴，邀请朋友共进晚餐。记者从
酒店方了解到，“火锅＋川菜”的双拼
混搭风成为当晚亮点。火锅既有雪花
牛肉片、虾滑等老外最爱的菜品，也有
毛肚、鸭肠等本地人烫火锅的“标配”。
川菜则以鱼香肉丝、酸辣土豆丝等传
统川菜为主，酒店方还特意准备了一
道鲜椒美蛙腿。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道
菜由范德贝伦亲自点单，分别是鸡豆
花拼牛肉焦饼和宫保鸡丁。

总理库尔茨则选择更年轻休闲的
方式来度过在中国的最后一夜。在酒店
的酒吧厅，库尔茨与朋友们吃着担担面、
龙抄手、钟水饺等成都小吃，听着中国乐
队的现场演唱，感受成都年轻的律动。

记者了解到，成都企业已计划
借力该趟班线开拓欧洲市场。在
昨日的中国（四川）-奥地利经贸
合作推介会上，四川金德意油脂
有限公司与奥地利碧陆生物能源
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这
家把地沟油做成生物柴油“喂”汽
车的企业，将搭乘蓉欧快铁全力
拓展出口欧洲的业务，将目前出
口量提高20%～30%。成都工业级
混合油出口量将继续领跑全国。

至此，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已开
通 16 条国际班列线路，标志着中
欧班列蓉欧快铁的辐射能力和运
行品质的快速提升以及“蓉欧+”
网络欧洲端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

据悉，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目前

已开通成都至罗兹、纽伦堡、蒂尔
堡、莫斯科、马拉、伊斯坦布尔、明
斯克、斯莫根、阿拉木图、布拉格、
托木斯克、塔什干、根特、米兰以及
东盟国际海铁联运通道、“蓉欧+”
东盟国际铁路通道等16条国际班
列线路，并率先以全口岸运行的强
大优势全面构建起成都向西至欧
洲腹地、向北至俄罗斯、向南至东
盟的“Y”字形国际物流通道。同
时，通过在国内全面开通至上海、
深圳、南宁等 14 个沿海、沿江、沿
边枢纽节点城市的“五定班列”，更
加筑牢蓉欧快铁的国际国内铁路
枢纽核心地位。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相关报道见03版

约13天后抵达维也纳
线路将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探望熊猫探望熊猫““小乖乖小乖乖””
昨日，奥地利代表团一行还来到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上图)，专程探望于2015年从奥地利
返回四川的熊猫宝宝福豹，并了解中
国大熊猫保护繁育和野化工作。

奥地利与四川大熊猫结缘已久。
2003年，中方租借给奥地利维也纳美
泉宫动物园一对大熊猫，随后这对大
熊猫先后产下5只熊猫宝宝，其中3只
已归国，福豹就是其中一只。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亲切地把大
熊猫称为“小乖乖”，“看到福豹在家乡
生活得很舒适，我很开心。”

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
式11日在英国伦敦隆重举行。

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主任蒋建国等一同为新书揭

幕。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
雷斯、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
蒂，中英两国及有关国家政界、
商界、学界、新闻界人士和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知名出
版发行机构代表共 300 多人出席
首发式。

安德鲁说，这次《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首发
式在伦敦举行是一个里程碑，这
部著作“给更多人带来启发，让他
们了解中国在想什么，往何处
去”，期待看到更多卷的出版。安
德鲁表示，希望更多人能亲自去
中国看看，“我本人也愿意用一生
去了解中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多语种图书在伦敦全球首发

已开通16条国际班列线路
“蓉欧+”网络欧洲端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检阅海上编队 新华社发

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崭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航母打击作战群等接受检阅 新华社发

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在中欧班列蓉欧快铁成都至维也纳货运列车发车仪式上发言

汽笛长鸣，车轮飞驰，昨日上午，首列直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中欧班列蓉欧快铁从成都
国际铁路港出发。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亲临现场见证。

至此，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已开通16条国际班列线路，标志着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的辐射能
力和运行品质的快速提升以及“蓉欧+”网络欧洲端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

开往维也纳的中欧班列

从成都首发
奥地利总统总理昨日亲临现场见证

中欧班列蓉欧快铁至此开通16条国际班列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