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高敬）第二批接受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的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
等7省市29日同步公开了督察组移交案件的问责情况。7省
市共问责1048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人，因甘肃祁连山生态
环境破坏问题被问责。7省市问责厅级干部159人， 其中正
厅级干部56人；处级干部464人，其中正处级干部246人。

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问责情况公开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梅世雄）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29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就美
国海军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柬
两军联合反恐训练等问题答记者
问。

有记者问，近期，美国海军似乎
加紧了对中国南海岛屿的所谓“航
行自由行动”，请问如何看待当前中
美两军关系？

任国强说， 中国军队高度重视
中美两军关系， 同时坚定捍卫国家
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发展中美
两军关系既要看到各自的当前利
益， 更要着眼共同的长远利益。“望
远能知风浪小， 凌空始觉海波平。”

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
同把握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的大
势， 努力把两军关系打造成为两国
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

任国强介绍，3月17日开始，以
联合反恐训练和人道主义救援为主
题的“金龙-2018”中柬两军联合训
练在柬埔寨举行。

任国强说，“金龙-2018”联合训
练是落实两国两军高层领导关于加
强两军务实合作共识的具体举措。
此次联训适逢中柬两国建交60周
年，双方高度重视，就联训的筹划组
织进行了密切沟通配合。

任国强介绍， 与2016年首次
“金龙” 联训相比， 此次联训向反

恐领域拓展， 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
是参训兵力规模更大， 双方共496
人混编同训； 二是课题更加贴近实
战， 有反恐技战术、 人道主义救援
等4个课目； 三是出动装备更加多
样， 步战车、 旋翼无人侦察机、 运
输直升机等多种武器装备参演； 四
是投送方式更加立体， 采取铁路、
海运和空中等多种方式， 直升机分
队远程跨境投送。

任国强说， 演习期间 ， 中方
参演分队官兵还为当地群众提供
免费医疗服务， 并向驻地附近村
民和学生捐出19.4万件 （套） 援
助物资， 包括食品、 药品、 学习
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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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石家庄3月29日电 全国春季
农业生产工作会议3月28日至29日在河
北省正定县召开。 会议全面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三农”思想，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
批示要求，科学分析春季农业生产形势，
全面部署春季农业生产和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等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
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

署，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和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抓住当前
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时节， 扎实开展春耕
备耕，强化政策扶持，促进优化农业种植
结构，统筹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动植物疫
病防控等工作，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依托“互联网+”和“双创”推动转
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提高农业综合竞
争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 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
的贡献。

会议代表参观了正定县塔元庄村，
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并

考察了正定县万亩小麦绿色高质高效创
建核心示范区等春耕现场。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三农”
思想是经过实践充分证明的科学理论体
系，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科学指
南和根本遵循。 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三农”思想，深刻领会核心要义
和丰富内涵， 切实落实到农村改革发展
各领域各环节， 推动农业农村工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

胡春华强调， 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为“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着力稳
定粮食生产，加快优化粮食结构，不断巩
固和提升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要认真抓好春耕备耕，加
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强化农业防灾减灾。
要细化实化促进乡村振兴政策措施，抓
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开好局、起好步。要按照时间服从质
量的要求， 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
情况进行全面清查核实，理清权属关系，
健全管理制度，坚决防止集体资产流失。
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案， 加强典
型示范，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向前推进，
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农村改革任务。

李克强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扎实开展春耕备耕 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 � �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
衡阳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中国男篮将于
6月10日来到衡阳， 与世界劲旅澳大利亚男篮进行
一场热身赛，这将是衡阳市承办规格最高、水平最高
的一场篮球赛，也是中国男篮2015年在长沙问鼎第
28届男篮亚锦赛后，再次来到湖南。

自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后，中国男篮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分为了红、蓝两队。红队由李楠执
教，有周琦、丁彦雨航、赵继伟等球员，蓝队由杜峰执
教，队员有易建联、郭艾伦、周鹏等。不过到底是红、
蓝哪支球队来衡阳，目前还没有确定。

世界杯预选赛第3个窗口期的比赛将于今年6
月25日至7月3日进行，在衡阳进行的这次中澳热
身赛， 显然是中国男篮参加世预赛前的一次重要
热身。 记者了解到，6月底参加世预赛的将是中国
男篮红队， 因此到时来到衡阳的很有可能是李楠
率领的红队。

据介绍，衡阳去年12月承办过CBA预备队比
赛，2015年举办过“中葡职业男篮对抗赛”，对阵
双方是CBA的吉林队和葡萄牙国家队。

中澳男篮6月10日
衡阳献技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有关工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相关规定，
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办法》规定，对技术出口、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等活动
中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为进行审查。 审查类型
包括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
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及其申请权。 转让行为包括权利人的变
更、 知识产权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和知识产权的独占实施许可等
三种主要情形。 审查内容包括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对我国国家安
全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国办印发《办法》：

明确涉及国家安全的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相关规定

新华社记者 王可佳

近日， 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设
立“水陆机动团”，以强化西南岛屿
的防卫能力。 陆上自卫队在本次改
编中还新设指挥部门“陆上总队”，
旨在强化与其他自卫队及美军之间
的合作及指挥信息共享，“水陆机动
团”也一并纳入其统筹管理。分析人
士指出， 日本此举有加强日美军事
一体化意图。

设立“日版海军陆战队”
陆上自卫队27日在长崎县佐世

保市的自卫队相浦驻地举行“水陆
机动团”成立仪式。日媒指出，防卫
省设立这一部队旨在强化西南岛屿
的防卫能力。假设西南岛屿被进攻、
占领，“水陆机动团” 将执行夺岛登
陆作战任务。

“水陆机动团”也被称为“日版海
军陆战队”， 其初步规模为两个联队，
总人数预计为2100人左右。除水陆机
动连队、 水陆两栖战车部队等主力部
队之外，“水陆机动团” 下还设有侦察
部队、通信部队、教育部队、设施部队、
后勤部队等其他综合作战编制。

日本防卫省已决定为“水陆机
动团”从美国购买17架“鱼鹰”运输
机及52辆AAV7型两栖突击车以提
升机动性和两栖作战能力， 并为其
配备类似美军两栖突击舰的“大隅”
级登陆舰。

实际运营面临困难
2013年，安倍政府在修订的《防

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
划》 中提出要求日本组建“水陆机动
团”，执行夺岛任务。不过，“水陆机动
团”的实际运作目前面临一定困难。

首先， 防卫省从美国引进的
AAV7型两栖突击车原计划在去年11
月底前到位30辆， 但由于零部件短
缺， 交货大幅推迟。 防卫省此前曾宣
布，这批新引进的两栖突击车在2018
年3月底前只能交货15辆， 且首先需
要进行必要改装才能交付使用， 而另
外15辆需要到同年7月底才到位。

其次，陆上自卫队原计划将能够
提高部队机动性的“鱼鹰”运输机部
署在距“水陆机动团”驻地仅60公里
的佐贺机场， 但因佐贺县2月曾发生
自卫队直升机坠入民宅事件， 部属

“鱼鹰”运输机遭到当地政府、民众的
强烈反对。《朝日新闻》报道称，目前
防卫省只得考虑将“鱼鹰”运输机暂
时部署在1000公里以外的千叶县木
更津陆上自卫队驻地。至于正式的部
署位置及时间目前仍未确定。

恐加速军事一体化风险
继海上自卫队与航空自卫队之

后， 日本陆上自卫队也于27日正式
进行改编，新设指挥司令部门“陆上
总队”，负责统筹原本指挥权分散的
5个方面队。“水陆机动团”则是一个

与各方面队平行的部队，由“陆上总
队”直接指挥、管理。

日本国内一直有声音反对将陆
上自卫队的指挥权统一化， 认为这
可能会导致其出现失控风险。此外，

“陆上总队”中还设置了可与美军司
令部共享情报的联络窗口， 此次陆
上自卫队改编也被指存在加速日美
军事一体化的目的。

《冲绳时报》 指出，“水陆机动
团”核心人员曾频赴美国进行训练，
学习美军装备的操作方法及海军陆
战队的战略战术。 除提升自卫队自
身水平之外， 这其中也存在通过强
化日美合作提升一体化运用能力的
考量。

日本共产党27日在机关报纸
《赤旗新闻》网站发表声明，批评在
新安保法实施的背景之下，“水陆机
动团” 的设立恐将成为打造自卫队
与美军在海外协同作战体制中的一
环。

另据日媒报道，“水陆机动团”
计划未来增设第三个联队。 由于日
美此前同意冲绳的美军海军陆战队
在2020年后将9000人迁至关岛，第
三个联队将有可能配置于冲绳美军
基地汉森营。一直以来，冲绳民众对
岛内军事基地导致的负担过重及日
美军事一体化加剧存在强烈不满。
《东京新闻》指出，这一动向一旦被
证实，将引发当地民众的反弹。

（据新华社东京3月29日电）

国防部就美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等答记者问

望远能知风浪小 凌空始觉海波平

设立“日版海军陆战队”意欲何为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齐中熙）记者29日从
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年底，铁路部
门将进一步扩大铁路局管内部分动车票价下浮折扣， 将对
广州至珠海、海南环岛、南京至安庆、丹东至大连、青岛至荣
城、郑州至开封、武汉至孝感等28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
列车票价，实行不同形式、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大折扣
幅度由前期试点的10%提高到20%。

铁路部门：

动车票价最大折扣幅度20%

韩朝首脑会晤定于4月27日举行

外交部表示欢迎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29日说，中方对朝韩双方举行高级别会谈并商定朝韩领导
人会晤日期表示欢迎，对朝韩双方为此所做努力表示赞赏。

朝韩29日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 商定于4月27日
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朝韩领导人会晤。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
中方一直乐见朝韩双方展开对话，改善相互关系，推进和
解合作，因为这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半岛局势走
向缓和，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他说，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对话正
在重新成为半岛问题的主旋律。众所周知，这正是中方一
直坚持和推动的。“我们也呼吁有关各方都一起来支持半
岛北南双方改善关系， 共同为劝和促谈作出切实努力，推
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