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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闫一菲 米
娜 王彦 蒋国华 贾辉）叙鱼
水深情，促军地共建。在第88
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来
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
委第一书记王宪魁等省领导
看望慰问了驻黑龙江人民解
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及抗联
老战士，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美好的祝福，并代表
省委、省政府感谢各驻黑龙
江部队广大官兵为支持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作出的突出贡
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习近
平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
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动
摇，努力提高部队实战化水
平，以良好作风推动部队全
面建设，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贡献力量。要坚定不移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巩固
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力弘
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
荣传统，关心支持保障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帮
助广大官兵解除后顾之忧，
为扎实推进部队现代化建
设、促进龙江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保证
国家安全作出新贡献。

省领导陆昊、杨东奇、

郝会龙、孙永波等分别进行
走访慰问。

7月 25日上午，王宪魁在
调研途中专程赶往驻密山某
部连队，走营房、到哨岗、看沙
盘，与官兵们亲切握手交谈，
一一过问战士的执勤训练、营
养配餐、业余活动情况，称赞
大家在戍国安边、服务地方特
别是承担抗洪救灾等急难险
重任务方面艰苦作战、连续奋
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充分
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国防和
军队建设发表了系列重要讲
话，围绕国家安全形势、国防
和军队建设重要地位、新形势
下强军目标、按照打仗标准搞
建设抓准备、保持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建设高素质军事人
才和干部队伍、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
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战
略思想，为我们推进新形势下
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
向。特别是今年“八一”前夕，
习近平主席专门到第 16集团
军视察，强调要坚持思想领
先、坚持练兵备战、坚持严字
当头、坚持以身作则，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管好部队带好兵，
着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

军人，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落
地生根。习主席的这些重要
论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
新的最新成果，是新形势下加
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
科学指南，是各级党委政府和
领导干部落实党管武装工作
的基本遵循，我们必须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进一步增强全
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
落实到位，牢牢把握新形势下
的强军目标，切实建设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军队，为保卫和建设国防做出
更大贡献。

王宪魁叮嘱部队要着眼
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变化，不
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文化
教育工作，着力培养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
一代革命军人。要采取先进
的技术装备和管控手段，持续
提速基础信息化建设，实现

“数字边防”互联互通，逐步完
善人防物防技防融合、专业力
量与群防群治配合、打防管控
一体的边境防控网络，确保边
境地区持续安全稳定。

7月 29日下午，陆昊来到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飞行仿
真技术研究所和抗联老战士
申连玉家中，看望慰问部队官

兵和抗战在乡老复员军人，致
以亲切的慰问和良好的祝
愿。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
飞行仿真技术研究所，陆昊与
科研人员一一握手，致以节日
的问候。他还参观了多种型
号飞机训练仿真系统、对抗模
拟器等训练演示，深入了解仿
真装备性能和相关参数、科研
人员来源和培养过程及科技
成果转化等情况。他说，感谢
大家多年来坚持科技创新，
研发生产系列化飞行模拟
器，为空军建设发展所作的
努力。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专
业技术人才，取得了丰硕的
科研成果，形成了良好的产
业化基础，希望科研人员高
度重视在重大科研攻关项目
达到研究终极目标之前，通
过技术溢出在不同层级的技
术层面实现军民融合发展。
要创新体制机制，使技术逻
辑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探
索开发生产旅游用飞行模拟
器、通用航空相关产品、湿
地游仿真系统等民用产品，
开展寓教于乐的国防教育，
为军地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今年 95岁的申连玉是
1936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
老战士。陆昊来到老人家中
促膝交谈，询问老人的身体

状况和家庭情况，与老人一
起回顾难忘的抗战岁月，祝
老人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晚年幸福。陆昊说，今年是
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人们
不会忘记抗联老战士们做出
的历史性贡献。各级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继续发扬拥
军优抚光荣传统，照顾好老人
的生活。

7月 31日，杨东奇来到预
备役师慰问官兵并参加了师
党委全委会，还观摩了部队配
载建设和官兵训练，了解了部
队的有关情况。杨东奇强调，
要认真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着
力解决部队建设的重点难点
问题。大力加强军地合作，增
强融合意识，主动履行职责，
积极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加快
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
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自
觉把加强预备役部队建设作
为政治要求来落实、作为重要
职责来履行、作为行为导向来
引领。把预备役部队建设纳
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细
化相关法规制度和办法措施，
确保军民融合工作有目标、有
举措。把军事工作和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形
成军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协调发展的工作机

制，促进军民团结，有力推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战
斗力提升。杨东奇一行还慰
问了省武警总队牡丹江支队
官兵、省边防总队牡丹江支队
官兵，看望了抗战老战士。

7月 28日，郝会龙走访慰
问了抗战老战士刘玉良以及
69旅三营七连。在抗战老战
士刘玉良家，郝会龙与老人亲
切交谈。在询问了老人身体
健康情况后，郝会龙说，你为
新中国的建立、中华民族的解
放做出了贡献，国家和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以你为代表的
老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好
你的晚年生活。郝会龙请老
人保重身体、保持良好心情，
并反复嘱托哈尔滨市以及香
坊区民政部门的同志，要主
动关心老人，常过来看看老
人，多为老人解决实际困
难。郝会龙还来到 69旅三营
七连，参观战士宿舍，了解
连队设施建设情况。他对部
队为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给
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向广
大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郝会
龙说，长期以来，部队官兵对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有
力支持和帮助，军地军民关系
十分融洽。 （下转第二版）

王宪魁等省领导“八一”前夕看望慰问基层部队官兵及抗联老战士

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
关心支持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蒋国华）深化对俄全
方位合作，中俄 13项经贸、教育、医
疗、文化、体育、传媒交流活动闪亮俄
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7月 30日，2015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黑龙江日”暨企业
合作项目对接洽谈会在俄罗斯哈巴罗夫
斯克市举行。

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哈巴罗夫斯
克边区州长什波尔特等出席开幕式及有
关活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
卡、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苏方遒
分别致辞。副省长孙尧主持开幕式。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领导，省政府代表团成员，中国驻哈巴罗
夫斯克总领馆、省直有关部门及佳木斯、
双鸭山、抚远等市县负责人，中方与俄方
各 100余位企业家参加“黑龙江日”开幕
式及企业合作项目对接洽谈活动。

陆昊在开幕致辞中对出席“黑龙江
日”活动的俄中各界嘉宾表示欢迎。他
说，今天举行的“黑龙江日”活动，是黑龙
江省与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建立省州友好
关系二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交流
活动，是去年两省州长会晤确定的重要
交流活动，对两省区进一步开展全面务
实合作、深化友好关系产生重要和积极
影响。当前，在两国元首亲力推动下，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进入新阶段，各领
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为两国地方政
府之间、特别是毗邻地区间的友好关系
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广阔空
间。今年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
周年，也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两国共同纪念伟大的历史事件，
必将推动中俄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一起，共同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使命。

陆昊指出，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是俄
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在远东地区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黑龙江省是中国中央政府确定的对
俄合作桥头堡和枢纽站，目前全省对俄
投资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对俄贸易占全
国的四分之一，具有进一步加强两省区
合作交流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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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高鹏 陈菲 汪涌）北京令世界再次
心动，中国将续写奥运辉煌。国际奥
委会第128次全会31日下午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将 2022年冬
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致信申办冬奥会代表团表示热烈
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北京携手张
家口获得了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我向你们

致以热烈的祝贺。你们为申办冬奥会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希望你们再接再
厉、扎实工作，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
支持下，把 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31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到北
京奥林匹克公园，出席在这里举行
的群众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刘云
山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北京市、张家口市成功申办 2022年
冬奥会表示热烈祝贺，向为申办工

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同志表示亲
切问候，向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
组织，向所有关心支持申办工作的
国际友人、各界朋友和广大群众表
示衷心感谢。

刘云山指出，申办冬奥会是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 13亿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
的又一次呼唤和拥抱，有利于促
进冬季冰雪体育运动的普及发
展，有利于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
的了解和友谊。 （下转第三版）

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习近平致信申办冬奥会代表团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