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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空军的新航迹
———人民空军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高飞远航

新华社记者 张玉清 张汨汨
人民日报记者 倪光辉

靠“潜心砺剑”实现“昂首亮剑”

� � � � 2015年3月30日，空军中远程新
型轰炸机轰-6K首次飞越巴士海峡
前出西太平洋。 有网友评论：“在西
太平洋上宣示中国空军的存在，‘大
国重器’飞出了‘大国之威’！”

这几年，空军从飞越巴士海峡，
到飞越宫古海峡、对马海峡，飞了过
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
到过的区域。

“我们有了‘大国新佩剑’，手

中的钢多了、气足了，骨头也更硬
了！” 首次飞越对马海峡的空军航
空兵某团团长陈亮表示，无论训练
环境多么复杂， 训练区域多么陌
生，飞行员们都勇往直前，始终保
持临战的思想、迎战的姿态、实战
的标准。

“大国空军的底气，来自实战
能力的底数。要在远海远洋训练中
熟悉战场环境、 熟悉作战对手、提

升实战能力，做到心里有数，知己
知彼。” 空军航空兵某团政委李继
峰一席话，引起轰-6K飞行员们的
共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曾驾
驶轰-6K战机飞越宫古海峡的飞行
员杨勇说，每一次远洋飞行，都是学
习对手、研究对手的实践平台，通过
参加远洋训练， 感觉自己飞在西太
平洋上越来越从容自信。

让“大国重器”飞出“大国之威”

� � � �前出西太、警巡东海、战巡南海、
绕岛巡航，每一次展翅大洋、振翅海
天，空军新闻发言人都在一线机场第
一时间向海内外发出中国空军声音、
宣示中国空军意志。

“昂首亮剑”源于“潜心砺剑”。这
几年，歼-20、运-20、歼-16、歼-10C
和轰-6K、空警-500等新型战机以及
红-9地空导弹陆续列装空军部队，投
身新时代练兵备战，提升新时代打赢
能力。 歼-20开展超视距空战等课目
训练， 运-20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
空降空投训练， 轰-6K夜间紧急出
动，歼-16、苏-30、教-10同场起飞同

步实训， 歼-11B大机群远程机动、体
系对抗， 歼-10C等多型战机驻训高
原砺剑雪域， 苏-35战机飞赴南海战
斗巡航。

� “升空就是作战、起飞就是迎
敌 ！” 从北国云天到南部疆域，从
华东机场到雪域高原，处处展现空
军实战化军事训练的宏阔图景。

“王海大队 ”所在航空兵某旅
旅长郝井文说 ：“传承红色基因 ，
既要红心向党， 又要决战决胜。新
时代空军飞行员，要努力传承光大
前辈们‘空中拼刺刀 ’ 的铁血作
风！”

� � � �“走向‘世界一流’，先要弄清什
么是‘世界一流’。”空降兵“黄继光
英雄连”原指导员余海龙表示，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基层官兵也要有与
“世界一流”相适应的国际视野。

任指导员期间，余海龙见证了
中外空降兵一次次军事交流合作。
2017年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空降
排”项目中，来自中国、伊朗、哈萨克
斯坦、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委内瑞
拉的7个参赛队参加角逐， 中国空
军空降兵在12个课目中夺得11项
第一。曾任“黄继光英雄连”连长的
空降兵某军军长刘发庆说，这次国
际军事比赛带动了部队实战化训
练向纵深发展，我空降兵部队向世
界一流空降兵加速迈进。

开门练兵，互学互鉴。这几年，
中国空军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
俄“航空飞镖”、中巴“雄鹰联训”等
军事交流活动深入开展。

在2017年举行的“雄鹰-Ⅵ”多
兵（机）种联合训练中，中巴空军飞
行员首次“同乘对抗”，更加突出实
战。在同年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航
空飞镖”项目中，8个机组比赛，中国
空军获得歼轰机组、侦察机组、轰炸
机组和武装直升机组的第一名。

中俄“航空飞镖”、中巴“雄鹰联
训”， 是中国空军开门练兵的缩影，
透射了中国空军走向世界一流的新
航迹， 见证了中国改革强军的新成
就。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以“开门练兵”
走向“世界一流”

� � � �轰-6K、 苏-30等多型战机编队飞越宫古海
峡、巴士海峡；轰-6K、苏-35等多型战机飞赴南
海战斗巡航；新型战机歼-10C开始战斗值班；轰
-6K等多型战机绕岛巡航……人民空军的崭新
航迹， 传达出清晰的信号———空军有坚定的意
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

矢志强军安邦、担当强军重任，就要把“绝对
忠诚”写在“打赢能力”上。“思想政治要过硬、打
仗本领要过硬、战斗作风要过硬”，党和人民的殷
切期望深深植根于人民空军40万官兵心中。空军
党委下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12条
措施，提出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

“神威大队”大队长连天冉说，每一个战斗岗
位、每一次战斗起飞，轰-6K飞行员们都立起“过
硬”的标尺。前出西太、战巡南海、砺剑高原，他们
在练兵备战中不断飞出新天地。

用“打赢能力”
书写“绝对忠诚”

� � � �轰-6K等多型多架战机，编队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绕飞祖国宝
岛；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后全面开展实战实训；
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空降空投训练……

“五一”前后，备受关注的3条消息，生动展示了人民空军向着“空天一
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高飞远航的崭新航迹。

� � � �湖南日报5月８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郭萍）金融扶贫，保险先行。 日前，中国人寿保
险武冈支公司工作人员一行，为意外身亡的贫
困户潘小美家属送去5万元“扶贫特惠保”理赔
款，缓解了该户家庭困难。 这是邵阳武冈“扶贫
特惠保”实施以来发生的首例意外死亡理赔案
件。

据了解，武冈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定制“扶
贫特惠保”金融扶贫产品，为当地贫困人口每
人购买了一份60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建

档立卡人口实行意外伤害保险、 自然灾害保
险、大病补充保险全覆盖，有效助推精准扶贫
工作。

去年2月， 省扶贫办联合省保监局共同
推出了为贫困户量身订制的“扶贫特惠保”，
旨在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和经济补偿
功能， 进一步增强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
着力解决贫困户因意外事故、 因病因灾致
贫、返贫问题，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扶贫特惠保”推出一年多来，有力提升

了我省贫困地区保障水平，贫困群众获得感
不断增强。 截至2017年12月底，我省已有131
个县市区 (含管理区 )启动“扶贫特惠保”，占
有贫困人口的县的98.5%； 贫困家庭综合保
障保险贫困人口覆盖率达99.98%，财政补贴
保费3.26亿元， 已为10696名贫困人口理赔
4812万元；另有37个县的20多个农产品投保
精准扶贫特色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保费3197
万元， 共为35584名贫困人口理赔1798.85万
元，赔付率为41.1%。

通讯员 王雪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近日，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向阳瑶族村
党支部书记盘光林和20多名村民一道， 种植
中药材黄精40亩。 盘光林开心地说： “去年
试种中药材成功后， 今年扩大规模， 村里已
有近100户村民种植白芨、 黄精、 重楼、 玉竹
等中药材， 面积达130多亩。”

向阳瑶族村位于五盖山脚下， 为高寒偏远
山区， 是市级贫困村。 该村周边绿林苍翠， 土
地肥沃， 出产野生白芨、 黄精等中草药。 去

年， 为帮助乡亲们尽快脱贫， 苏仙区驻村扶贫
工作队提议， 既然村里出产野生中药材， 村民
又有采药的传统， 不如发展中药材种植。 驻村
扶贫队员和村干部还请来中草药种植专家， 对
村里土质、 气候等进行了实地检测。 村里召开
村民大会， 决定成立向阳棉花垄种植合作社，
一期流转土地50多亩， 种植白芨等。

“我们把村里80户贫困户全部吸收入社，
让他们以产业扶贫资金入股， 未产生效益前
每年可获8%保底分红， 产生效益后按照约定
比例分红。”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雷明说， 合

作社还优先让贫困户承包认种合作社土地，
承包者可获得种植收益的70%。

村里贫困户段良平有残疾， 干不了重活，
他也认种了3亩地。 他介绍， 除了翻耕费些力
气， 以后基本上就是按合作社要求进行除草、
追肥等， 种起来不费事， 农闲时还可以外出
打工。

“现在白芨市场收购价每公斤160元， 亩
均产量在500公斤以上； 黄精每公斤10元左
右， 亩产可达5000公斤……” 盘光林说， 他
对村民早日脱贫很有信心。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金慧 周威）5月
4日，长沙市退役军人“双带双促”表彰会
议举行，表彰全市第二批“双带双促”活
动先进单位、 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先进个
人、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先进企业、优秀退
役军人。

“双带双促”即为“带头建设家乡、促
进经济发展，带头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
谐”。 近两年来，长沙投入经费2000多万
元， 市各级各部门累计培训退役军人
1500人次，表彰退役军人典型50余批次，
带动广播电信、机械制造、房产物业、酒
店餐饮、 生态农业等20多个行业3000多
人实现创业就业。 同时，长沙主动加强服
务保障，多次召开退役军人联席会议，建

立街道（乡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134个，
协调拿出1890个岗位组织专场招聘，帮
助745名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和转业
士官实现再就业。

“昔日当兵报国需要奋斗，今朝退役
圆梦更需要奋斗， 奋斗是时代前进的不
竭动力，也是获得幸福的成功秘诀。”湖南
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雅浪
1992年入伍，2000年从国防科大教员岗
位复员创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带头
创业， 并带领更多退役士兵一起发家致
富，为家乡发展奉献了一己之力。

会议透露， 长沙将在原来的基础上，
每年拿出不少于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
扶持和服务退役军人创业就业。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宁奎）今日，张
家界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全面推行企
业发票、门票“一票制”和试点推行全域旅游
“公对公”结算改革工作。

“一票制”是指景区景点门票及旅游相关
服务门票在售票同时，生成增值税发票电子信
息，以“电子发票二维码”形式载入门票介质，

实现发票、门票“合二为一”，发票即门票，门票
即发票。“一票制”还包括向宾馆酒店、旅游购
物和其他旅游消费纳税人， 采取信息技术手
段，抓取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实现收入的全面
监管。

“公对公”结算改革则是通过设立结算中
心，进行全域旅游“公对公”结算，从根本上解

决现行结算模式中存在的不合理和不规范问
题。 根据改革方案，全市各景区景点、景区内交
通运输工具、演艺场所、宾馆酒店、旅游购物等
旅游企业，相关佣金按照比例和统一的操作规
程支付给结算中心，结算中心再划拨给旅行社
和票务公司，实现“公对公”结算。

据了解，张家界将相关改革工作纳入全国
首部全域旅游地方性法规《张家界市全域旅游
促进条例》，为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 同时，张
家界还专门成立了包含20个职能部门在内的
改革领导小组，并推出系列制度和方案，确保
改革顺利推行。

量身订制扶贫险
“扶贫特惠保”有力提升我省贫困地区保障水平

因地制宜种药材

长沙宁儿妇产医院启动大规模招聘
5月8日上午，长沙宁儿妇产医院，医务人员在进行形象展示。 当天，该医院召开人

才招募新闻发布会，面向国内外招聘妇科、产科、新生儿科等学科的知名专家、学科带
头人22名，高层次医疗和管理人才355名。该医院位于湖南湘江新区，占地面积70亩，建
筑面积8万平方米，是省卫生计生委批准设置的三级妇产医院，将于8月中旬开业。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丁丽娜 摄影报道

长沙表彰“双带双促”
先进单位和个人

张家界推行
“一票制”和“公对公”结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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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26日， 人民空军轰-6K等多型战机执行“绕岛巡航” 任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