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德气体（宁波）有限公司目前因区水利局将对下养河进
行拓浚工程以及区规划分局对原协和地块将有新的规划用
途，政府要求我司对纬中路~大湾闸段埋地氧气管道进行迁
改，需迁改的氧气管道起点位于纬中路西侧约 300 米的现状
下洋河尽头处，终点位于柴桥大湾闸旁的大榭二桥桥底规划
环区路原氧气管道拐点处，全长约 1.8公里，施工时间为 2018
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31日。

考虑到届时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及对其他单位现状埋地管
道或设施的保护工作，特对此氧气管道迁改做出申明，请此氧

气管道路由沿线（包括大榭二桥桥底）现状管道或设施的权属单

位速与我司联系，告知你司管道或设施的具体位置及必要数据，

以便于我司对现状管道进行探查并做出相应保护措施，如未告

知，后期施工中有所损失，我司将不对此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项目经理：何益健13918155002
管道部门经理：涂华松13486620717

林德气体（宁波）有限公司

林德气体（宁波）有限公司下养河氧气管线迁改项目情况通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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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陆军：新型力量唱主
角，真打实抗战沙场

地面马达轰鸣、冰雪翻飞，空中
铁翼飞旋、迂回进击……

3 日上午，开训动员一结束，一
场合成营战术对抗演练就在林海雪
原深处打响。

开训不预热，开场即战斗。连续
15年参加开训的坦克特级驾驶员徐
吉强说：“开训当天就与陆航部队协
同联训，这在过去不可想象！陆军训
练正在由平面作战走向立体攻防！”

新年开训，陆军部队官兵顶风冒
雪，进战位、入沙场，迅速掀起实战练
兵新热潮。陆航、空中突击、特种作战
等新型作战力量和远火、合成、防空
等兵种专业力量，以冲锋姿态全面磨
砺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西北大漠，冻云密布。西部战区
陆军组织一列列信息化铁甲战车奔
赴风雪弥漫的戈壁旷野，全面检验
部队战备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江南水乡，雾锁林岗。陆军第
72 集团军某合成旅冒雨组织 20 公
里战斗拉练，兵行一路，“仗”打一
路，染毒区域封阻、空中火力打击、
野外伤员救治等 10 多个险情难情
环环相扣……

中原大地，寒风凛冽。陆军某空
中突击旅组织新型战鹰编队高翔，
空中突防、机降突击、搜索营救、极
限飞行等险难课目轮番上阵，树立
起“开训即严”的鲜明导向……

海军：两栖演练向大
海，“生死搏杀”在远洋

南海之滨，云飞浪卷。新型战
舰，昂然列阵；装甲战车，蓄势待发。

“防空兵群实施联合空情预警，
防范敌机突袭”“炮兵群运用远程火
力摧毁岸滩火力点”……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场实
战化背景下的联合装载登陆兵力、
紧急开离码头、联合防空反导演练
拉开序幕。

直升机快速升空警戒，装甲车
辆快速沿海机动，防空分队抢占有
利阵地，陆战步兵快速向装载码头
隐蔽集结……

当最后一辆两栖装甲车驶进井
冈山舰庞大的舰舱，所有战斗车辆
完成浮渡装载用时，比以往快了近
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东海舰队某潜艇支
队一艘全训潜艇与一艘舰艇正在进

行新年度首航对抗训练——
时间和海域预先设定，以往“背

靠背”的自由对抗变成“面对面”的生
死搏杀，浓烈的“战味儿”扑面而来。

“报告艇长，方位 XX，发现噪
音！”声呐技师宋平急速报告。艇长
黄东海紧急下达指令，数十个战位
闻令而动、待令打击。

“X 管，X 雷发射！”“航向 XX，
深度 XX 米，速度 X 节……”黄东海
下达发射指令同时下达了防御口
令，“因为鱼雷攻击意味着暴露了潜
艇自身！”

大洋深处，一场激烈的“生死搏
杀”全面展开……

空军：开飞就上高难
度，自由空战练对抗

华北某机场，寒风凛冽。数十架
战机蓄势待战，一场空战对抗、对地
实弹突击的基地开训演练拉开帷幕。

启动、滑跑、加速……担负红蓝
双方不同训练任务的歼－11B战机
直刺苍穹。

跟踪、咬尾、锁定、摆脱……2架
歼－11B展开一对一自由空战，双方
从中距打到近距，杀得难解难分。

东北某机场，战鹰轰鸣、车流穿
梭……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正
在进行开飞训练。

10余架国产某新型战机齐装满
挂同时启动。在旅指挥员带领下，飞
行员们驾驶战机开始了陌生条件下
大机群、长航程、高难度的机动转场
飞行。

这次飞行，机群将在规定时间
内飞越数千公里到达指定机场，其
间要飞越海洋、高原、沙漠、草原等
不同气候环境，对装备和人员都是
一次综合检验。

“升空就是作战、起飞就是迎
敌。”带队飞行的副旅长杨军琪说，
一切按照打仗标准，怎么快怎么好
就怎么来。

火箭军：千里布阵砺
精兵，神剑引弓射天狼

南国腹地，长剑昂首。
“号手就位！”火箭军“常规导弹

第一旅”官兵兵分多路，奔向战位。
战车轰鸣、硝烟弥漫。指挥作业

车内，作训参谋梅旭通过荧屏上数
十个监控画面，察看各点位场实时
训练情况。

发射阵地，10 余个发射单元紧
锣密鼓展开操作。“起竖导弹！”“起
竖导弹！”……在此起彼伏的口令声
中，导弹相继竖起。

西北大漠，冰天雪地。火箭军某

导弹旅数个发射分队驾车仗剑而
动，在相距千里的多个演兵场上摆
兵布阵，异地同令展开实战化训练。

迷彩网掩映之下的指挥所里，
指挥员的一道道指令传输到各个导
弹阵地。旅长徐东峰通过指挥系统
精确掌控千里“战场”。

时刻箭在弦上、常态枕戈待旦。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
官兵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
战略要求和“随时能战、准时发射、
有效毁伤”核心标准要求，加快提升
战略能力，不断谱写崭新篇章。

战略支援部队：复杂
环境保畅通，无形战场砺
锋芒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
宣誓……”

3 日上午，战略支援部队某基
地 360余名官兵代表在鲜红的军旗
面前庄严宣誓。

“×××重大任务实战化训练
开始！”指挥所内，键盘声声，荧屏闪
烁，各种数据、画面不停刷新，置身
其中，仿佛进入了一场无形的“战
场”厮杀。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
力量、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
长点，实战化训练和实战任务高度
一致，是战略支援部队训练的一大
特点。

连续执行重大任务的系统工程
师盛午刚介绍，为提升岗位人员应
急处置能力，演训任务专门增加故
障演练环节，旨在考验各系统应对
最恶劣、最极端突发情况的能力。

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领导说：
“作为一支新型作战力量，只有在训
练中坚持‘标准高于实战、要求严于
实战’，早一天形成实战能力，才会
在应对现实威胁上多一分主动。”

武警部队：谋战务战
拉满弓，反恐处突斗志昂

“课目：实战化应急训练，内容：
野营大拉练、反恐专业和应急救援
训练……”

1 月的新疆，天寒地冻，大雪纷
飞。随着武警新疆总队司令员周建
国一声令下，近万名官兵一路破冰
碾雪，直赴茫茫雪野、大漠戈壁、高
山峡谷等复杂地域。

为期5天4夜的野营拉练，全程
融入战术背景，穿插进行强行军、急
行军和夜间行军，重点完成反劫持、
山地搜剿、端“黑窝子”等 5 类重难
险课题训练。

3 日上午，武警江西总队前指

带机动支队一千余人，以处置大规
模群体性事件和反恐战斗为背景，
从南昌某基地往上饶市方向摩托化
机动。

南国密林，郁郁葱葱。武警广西
总队正在组织首长机关率直属分队
野营拉练。从紧急出动、机动集结、
战斗准备到战斗实施，刚下队数百
名新兵紧跟老兵步伐，没有一人叫
苦、一人掉队。

五大战区：战字当头
谋联合，攥指练强“中军
帐”

席位就是战位，值班就是战斗。
在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身
穿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各色迷
彩服的值班人员，坐镇“中军帐”，共
同研判情况、筹划决策……

中心指挥员助理史伟东说：“联
指中心每周下发训练计划，组织值
班人员依托值班席位开展岗位练
兵，掌握各类规定和处置流程，提升
联合指挥和情况处置能力。”

3 日上午，一场高原联合作战
指挥演练在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打响
——陆地、空中、常导等席位根据作
战态势深入分析研判敌情、提出决
心建议，情报、网电、后装等席位围
绕作战进程适时提供精准数据保
障，地面装甲群、空中突击群、特种
作战群等作战力量依令推进部署
……

“千军万马看指挥。”西部战区
联合参谋部参谋张庆丰说，作为第
一代战区人，我们必须专心谋战、研
战、练战，切实把战区履行主战主
责、联战联胜重大问题搞清、搞深、
搞透。

南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
区，各战区联指中心值班领导每日
随机抽查多支部队战备值班情况，
无不枕戈待旦，随时准备闻令出征！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
烽烟。”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军队，正
以昂扬的战斗姿态，全面加强实战
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

备战踏上新起点 练兵展现新气象
——2018中国军队新年开训全景大扫描

这是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
——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一身
戎装亮相沙场，首次向全军发布
开训动员训令。

这是面向未来的崭新起点
——

全军官兵闻令而动、厉兵秣
马，踏上新时代强军兴训、练兵
备战新征程。

这是正在书写的时代答卷
——

从北疆边陲到南海之滨，从
东海海域到雪域高原，全军
4000多个训练场同时开训，一
派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宏阔图
景。

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走进
训练一线，全方位、近距离感受
全军将士不辱使命担当、聚力备
战打仗的崭新气象。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在祁连山下展开实战化
训练，坦克分队发动车辆向陌生地域收拢集结

（1月3日摄）。

▶海军陆战队在湛江某军港
组织登陆装载训练 （1月3日摄）。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
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
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

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述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
以贯之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央委
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提出了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
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
5 点要求。深邃的历史视野，深
沉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思想境
界，立足于共产党人须臾不忘的
初心使命，彰显了大国大党领袖
的胸襟格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勇气与政治自
觉。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
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
望党的 97年历史，正是坚持自我
革命、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党才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领导人民
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才不断取得胜
利。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根本
保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
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起着决定性作
用。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
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这既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
命的客观要求。

敢于自我革命，我们党才能
让自身始终过硬。必须看到，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
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影响党的先

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
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全党同志要深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不容易”：

“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
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
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
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
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
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
心不容易”，要深刻懂得我们这样
一个有 8900 多万名党员、450 多
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能打败
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敢于
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
壮士断腕，才能防止祸起萧墙，
让自身始终过硬，始终成为时代
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党建设
好，必须抓住“关键少数”。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过硬、政治
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
风过硬 5 点要求，是对中央委员
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
出的，也是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的期望。只要我们坚
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群众放
在心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发扬更加强烈的担当精神，全面
增强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在服
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我们党
就会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始终受到人民衷
心拥护。

办 好 中 国 的 事 情 ， 关 键 在
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1·5”重要讲话精神，一以贯之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
们就一定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有力，夺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
命的新胜利。

（载1月7日《人民日报》）

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
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李
潇帆 朱霄雄） 正在全力备战空
间站工程任务的我国航天员日前
重温入队誓词，以纪念中国人民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20周年。

1月4日，面对五星红旗，杨
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
刚、刘伯明、景海鹏、刘旺、张
晓光、刘洋、王亚平、陈冬等 11
名曾经出征太空的航天员，举起
右拳大声宣誓，铿锵有力的宣誓
声响彻大厅。

1998 年 1 月 5 日，根据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发展需要，中国人
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首批 14名航天员加入到这个担负
特殊使命的英雄群体。2010 年 5

月 7 日，中国完成第二批航天员
选拔工作，7 名航天员成为中国
航天员队伍新成员。

成立 20年来，大队成功执行
6 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11 名航
天员遨游苍穹，为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参加了
宣誓活动。他表示，全体航天员
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更加刻苦训练、科学训
练，随时准备接受党和人民挑
选，随时准备奉命出征太空。

目前，全体航天员正按计划
展开新年度空间站工程任务学习
训练。

我国航天员重温入队誓词

全力备战空间站工程任务

1月 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救援车辆包围了发生碰
撞事故的两架客机。

据加拿大电视台 5日报道，两架飞机当晚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
际机场停机坪发生碰撞，其中一架飞机起火，但无人伤亡。（新华社/路透）

加拿大多伦多机场两架飞机地面相撞

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官兵组织导弹发
射训练 （1月3日摄）。

空军某飞训基地两架战机在做低空通场课目
训练 （1月3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