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4日上午视察海军机关，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海军第十二次
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海军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他强调，海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
全和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
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
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瞄
准世界一流，锐意开拓进取，加快转型
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
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
量支撑。

习近平对海军一直很关注，党的
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到海军部队视察
调研。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平来到
海军机关，亲切接见海军第十二次党
代会全体代表和海军机关正师职以上
领导干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习近平来到海军作
战指挥大厅，了解海军当日海空兵力
活动情况。这几年，海军担负的军事
任务很重，习近平对海军一线任务部
队十分关心，他通过视频慰问了正在
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军官兵。习近平先
同正在远航访问的 150编队通话。编
队向习近平报告，编队启航 1 个多月
来已访问 5 个国家，每到一地都受到
热烈欢迎。习近平听后十分高兴，嘱托
他们当好传递友谊的使者，为促进世界
和平作出应有贡献。随后，习近平又同
正在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 538 舰通
话，得知该部队常年担负战备值班任
务，习近平对他们说，你们战风斗浪、
连续奋战，大家辛苦了！希望同志们
忠实履行职责，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海军工作汇
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建设强
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全体指战员
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担起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历史重任。

习近平指出，要贯彻国家安全战
略和军事战略要求，科学统筹和推进
海军转型建设。要强化作战需求牵
引，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把战斗
力标准贯穿海军转型建设全过程和各
方面。要坚持体系建设，统筹机械化
和信息化建设，统筹近海和远海力量
建设，统筹水面和水下、空中等力量建
设，统筹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确
保形成体系作战能力。要坚持创新驱
动，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强化创
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
力，厚植创新潜力，为海军转型建设注
入强大动力。要坚持依法治军，加快
实现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确
保海军转型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有
序推进。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从思想上政
治上建强海军。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毫不动摇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古田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
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
毒影响，确保人民海军忠于党、舰行
万里不迷航。要保持定力、压实责
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正风肃
纪反腐向纵深发展。各级党委要加
强自身建设和政治历练，着力提高发
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把班子管
好、把队伍带好。要按照军队好干部
标准选人用人，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
满腔热情关心关爱官兵，激发官兵扎
根海疆、建功大洋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共同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
军而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在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
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发来贺信，向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联谊会全体会员和广大台商表示
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自上世
纪 80年代海峡两岸封闭的大门被
打开后，祖国大陆日益成为台湾同
胞投资兴业、安居生活的热土。两
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
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胞
福祉和亲情，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
愿。我们愿意首先同广大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欢迎台湾同胞
来大陆投资兴业。我们将继续研究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为台湾同胞在
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
多便利。我们也将切实维护台胞合
法权益。

习近平强调，希望全国台企联
再接再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广泛
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开拓进取，为维
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德
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
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德两国
人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和深厚友
谊，两国建交45年来，务实合作不断加
深，双边关系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双方人文交流合作蓬勃发
展，拉近了两国民众心与心的距离。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德高级别
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为丰富两国交往
渠道、拓宽交流领域、深化合作内涵
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为推动中
德关系继续前行、推动中欧关系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
者24日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
悉，“净网2017”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北京、江苏等地行政处罚关闭“夜魅
社区”“微笑直播”等一批“涉黄”直播
平台，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山东、福
建等地对“LOLO”“馒头”“老虎”“蜜
直播”等10多个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
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

据了解，按照工作部署，各地
“扫黄打非”部门将协调有关部门加
强行业监管，督促直播平台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充
实内容审核团队，严格落实24小时
监测要求，发现违规直播立即封停；
并加强对主播的监管，建立主播“黑
名单”制度及行业通报机制，对违规
主播实行全行业禁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教
育部24日发出通知，就加强普通高
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的军事
训练管理提出要求，提出要加强高
中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情况、军事素
养和国防意识的考核，结果将纳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并记入学
生综合素质档案，作为综合评价学
生发展状况的内容。

通知指出，要确保训练活动安
全。教师必须全时在岗，全面掌握训
练安全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指
导学生正确处理突发安全事故；了解
学生的身心特点，适时进行心理疏导。

对有严重生理缺陷、残疾或疾
病的学生，通知明确，这部分学生经
本人申请和学校批准，可以减免不
适宜参加的军事技能训练科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 23日结束在
中东的访问，前往欧洲开始他上任后首
次出访的后半段行程。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此次访问沙
特、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时发表的言论
及透露的政策倾向表明，他正在寻求缓
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谋求“重置”美
国的中东政策。

缓和关系

历史资料显示，从肯尼迪开始的过
去 10位美国总统中，首访选择邻国加
拿大或墨西哥的有 8位。分析人士认
为，特朗普上台后将反恐列为其外交政
策核心目标之一，而首访首站选择沙
特，表明特朗普政府意识到“重置”与包
括沙特在内的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对于
反恐至关重要。

在沙特期间，特朗普不仅与多名中
东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还面对 50多
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发表演
讲，介绍美国的中东政策。分析人士指
出，特朗普演讲中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措
辞语气较他竞选和上任初期明显缓和，
表明他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
的伙伴而非敌人。

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普萨基在接
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演讲为特

朗普“重置”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提供了
机会，但单凭一场语气缓和的演讲很难
说服伊斯兰世界将“旧账”一笔勾销，特
朗普今后会采取什么措施改善与伊斯
兰世界的关系，将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密
切关注。

“重置”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目前特朗普的
中东政策尚未成型，但他显然试图改变
前任奥巴马政府时期从中东教派斗争中

抽身的政策。在奥巴马任内签署的伊朗
核问题协议使得西方对伊朗的部分制裁
被解除，改善了什叶派大国伊朗的国际环
境，也引发了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不满。

特朗普在沙特发表的中东政策演讲
中除敦促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加大反恐
力度外，还着重谴责伊朗“资助、武装和
训练恐怖分子、民兵和其他极端组织，破
坏地区稳定”，并呼吁各国孤立伊朗以迫
使其改变行为。显然，特朗普意图拉拢
沙特等逊尼派国家来对抗伊朗。与此同
时，特朗普政府还与沙特签下了1100亿
美元军火大单，此举被认为意在帮助沙
特牵制伊朗。此外，在访问伊朗的另一
宿敌以色列时，特朗普公开呼吁以色列
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发展新关系并形成
联盟，共同打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希望
重新调整以色列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
间的关系，以抵御共同的敌人伊朗。不
过，特朗普能否促成它们结成广泛的“反
伊朗联盟”仍有待观察，因为巴以问题能
否取得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以色列
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问
题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韦里说，从此
次访问来看，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再次回
到了在中东地缘政治斗争中“选边站队”
的老路。（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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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发表讲话
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握手。 新华社发

5月24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旗下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在香港推出港
币版支付宝——“支付宝HK”，并将于25日正式上架苹果及安卓系统手机
的应用商店。这是支付宝的首个非人民币版手机应用程序。 新华社发

吴冠中笔下的旧时江南，白屋连
绵成片，黛瓦参差错落，曾经是寻常巷
陌，多年后却是很多人记忆中永远回
不去的故乡。今年初，gad建筑设计
总监孟凡浩在微博上晒出一组浙江富
阳东梓关农村回迁房的建筑组图，网
上单日浏览量突破3亿次。人们赫然
发现，吴冠中笔下的水墨江南，竟真的
走进了现实。

东梓关村回迁房一期项目共有
46栋房屋，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安置
房，村民们只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购
买，就可以从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里搬
入新房。目前已有村民入住新房。
新华社发

▲这是 5月 24日拍摄的东梓关
村回迁房一期项目

◀东梓关村回迁房一角

回迁房重现
“画中江南”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域创
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推动县域创新驱动发
展工作。

《意见》强调，要以建设创新型
县（市）和创新型乡镇为抓手，深入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构建多层
次、多元化县域创新创业格局，推动
形成县域创新创业新热潮，促进县
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到2020年，
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环境显著改善，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为我
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

《意见》部署了县域创新驱动发
展的八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县域特色主导产业
向绿色化、品牌化、高端化、集群化
发展；二是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支
持符合条件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上
市；三是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激发各
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四是加强
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在有条件的县
（市）建设创新型县（市）、创新型乡
镇；五是促进县域社会事业发展，推
动科技成果更多惠及民生改善；六
是创新驱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
化科技创新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支撑引领作用；七是加大科学普及
力度，切实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八是
抓好科技创新政策落地，加强国家
与地方科技创新政策有效衔接。

国办印发《意见》

推动县域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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