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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志：歼－20战机于 2011
年首飞。交付空军后，进行了一
系列先期试装试用，检验新一
代隐身战机的能力，摸索新装
备运用特点，在“红剑”体系对

抗演练中融入空军作战体系，
验证和提高体系作战能力，形
成新一代隐身战机作战运用的
战术、技术与程序，这一过程为
新一代隐身战机列装空军作战

部队并尽快形成战斗力奠定了基
础。事实证明，中国不仅以比世
界强国更短的周期研制出了具有
先进技术水平的隐身战机，而且
中国空军也以比强国空军更快的

速度将尖端技术装备转换为强大
战力，歼－20战机列装空军作战
部队，表明空军在贯彻落实“空天
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要求方面迈
出了坚实步伐。

新华社记者：中国空军9日发
布消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
隐身战斗机歼－20，开始列装空
军作战部队。怎样理解“列装作
战部队”这一表述？

王明志：近几年来，空军按照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
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的使命任务，已经常态化展开远洋
远海训练。空军在南海方向进行带
有实战化背景的战巡行动，既是提

高空军海上方向作战能力的客观要
求，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
权益的现实需要。空军今后不仅仍

将继续进行南海战巡，而且还要经
常进行南海战巡，实现南海方向战
巡的常态化。

新华社记者：中国空军已经
进行多次南海战巡，是否将常态
化？

王明志：这次在南海方向进
行的联合战巡，空军派出了苏－
35先进战机参加，这既是空军年
度战备训练计划的既定安排，也

向外界传递出三个方面的重要信
息：一是空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二是空军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海洋权益方
面的能力有了新的提升，先进的
装备有助于锻造提升新的能力，
我们不仅有决心，也有手段应对

南海方向的复杂态势；三是空军
将进一步加强海上方向的实战化
训练，提高在海上方向特别是远
洋远海的实战能力。

新华社记者：空军这次在南
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巡，传递出什
么信号？

王明志：苏－35 战斗机是一
种典型的三代增强型多用途战斗
机，它的突出特点是航程远、作战
半径大、机动性能好、态势洞察以
及信息作战能力强，同时具有很

强的制空作战和对地、对海目标
突击能力。在制空作战能力方
面，苏－35战机装备有多枚先进
的中距空空导弹和近距格斗导
弹，能够从视距外到近距对各种

空中目标进行有效打击；在对地
对海突击能力方面，苏－35战机
具有很强的防区外精确打击能
力，可以对地面目标以及海上舰
船进行远程打击。空军南海战巡

力量中增加苏－35 这种先进战
机，能够适应南海方向各种复杂
的空中与海上形势，有效增强空
军在南海方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海洋权益的能力。

新华社记者：中国空军7日发
布消息，空军苏－35 战机近日飞
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任务。
南海战巡增加苏－35 战机，对空
军的作战能力有怎样的提升？

专家解读

■■■■■ ■■■■■ ■■■■■

中国/世界新闻 2018年2月11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陈海冰A04 综合

美国流感疫情日趋严重
已致63名儿童死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记者周舟 林
小春）美国卫生官员9日说，美国流感疫情仍在恶
化，已导致63名儿童死亡，且本次流感季可能会
有人患上两次流感。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天发布报告说，
截至2月3日的一周，美国7.7％的就诊者是因流
感样疾病就医，上一次出现如此高的比例还是
2009年。而且，这一周平均每10万人中有59.9
人因流感住院，高于此前一周的51.4人。

报告还显示，美国本次主要流行甲型流感，但
近来乙型流感感染人数也在不断增多。美疾控中
心代理主任安妮·舒沙特说，这意味着本次流感季
可能会有人患上两次流感，一次甲型，一次乙型。

特朗普提名
太平洋舰队司令新人选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 美国国防部9日
说，总统特朗普已提名海军中将约翰·阿奎利诺担
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接替现任司令斯威夫特。美
国国会参议院将决定是否通过这一提名。

阿奎利诺目前担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
令，并兼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指挥官、驻巴林联合
海上力量指挥官。

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去年9月表
示，因晋升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无望，已申请退休。

9日，白宫还宣布提名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
令哈里·哈里斯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未公布
继任人选。

太平洋舰队是美军战区级部队，拥有约25万
兵力、约2000架飞机以及约200艘军舰。舰队司
令部位于夏威夷珍珠港。

2月9日，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蕾切尔·布兰德
提出辞职。分析人士认为，不想卷入“通俄门”调
查的是非，或是布兰德辞职的重要原因。

这张2018年2月2日拍摄的资料照片显示
的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蕾切尔·布兰德在华盛顿
举行的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美联

美司法部三号人物
布兰德辞职

金与正转交金正恩亲笔信
并邀请文在寅访朝

据新华社首尔2月10日电（记者陆睿 耿学
鹏）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作
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10日向韩国总
统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关于改善朝韩关系的亲笔
信，并转达了他对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头邀请。

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在青瓦台会见到访的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并共进午餐。朝方代表团由朝
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
成员包括金与正、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
辉、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据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在记者会上介绍，金与
正代表金正恩邀请文在寅在方便的时间访问朝鲜，
并表示，“（金正恩）有意尽快与文在寅总统会面。”

文在寅表示，希望今后创造条件，实现访朝。
他还说，为实现南北关系发展，一定需要朝美之间
尽早对话，望朝方能积极与美国展开对话。

空军连奏两曲
——“苏－35战巡南海”和“歼－20列装作战部队”的时代含义

新春将至，空军连奏两曲“强军战歌”——“苏－35战机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和“歼－20隐身战斗机列装空军作
战部队”的消息引发舆论热议。军事专家、空军指挥学院教授王明志认为，两则消息体现的都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空军转
型发展，展现的都是维护新时代空天安全的有力支撑。10日，他向新华社记者解读了两则新闻背后的时代含义。

王明志：首先，它标志着空军
显著提升了应对新型空天安全
威胁的能力。空天安全事关国
家安全全局，歼－20飞机列装空
军作战部队，改变了以非隐身飞
机和地面防空系统对抗隐身战
机的态势，有效应对隐身战机威
胁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其次，标志着空军主战航空

装备体系进一步充实完善。歼－
20战机列装进一步完善主战装备
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四代装备为
骨干、三代装备为主体、信息装备
为支撑”装备体系结构，加速了空
军“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步伐。

第三，标志着空军的常规威慑
与实战能力有明显提升。歼－20
战机具有“先对手发现、先对手攻

击、先对手摧毁”的优势，对非隐身
战机可形成压倒性优势，并具有抗
衡隐身战机的能力，从而对那些威
胁我国空天安全的现实与潜在对手
构成强大的空中威慑力与打击力。

歼－20 和苏－35 列装空军
作战部队，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确
立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对空军转
型发展的战略引领，展示了空军

在新时代为维护国家空天安全
提供的战略支撑，反映了空军实
战化训练水平的新高度，也积极
回应了全国人民对国家空天安
全的高度关切。有人民空军守
卫祖国空天，人民群众的春节一
定能够更加安宁祥和。

（新华社北京2月 10日电 记
者张玉清 张汨汨）

典型的三代增强型多用途战斗机

向外界传递三个方面重要信息

实现南海方向战巡常态化

将尖端技术装备转换为强大战力

加速空军“攻防兼备”战略转型步伐

新华社记者：中国自主研制
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列装空
军作战部队，有什么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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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苏-35战机
起飞。

➡中国空军歼－20、歼－
16飞行员集体宣誓。

新华社发

强军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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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春运客流高峰，2月1日至
3月 12日春运期间，海南航空联合海
航集团旗下10家航空公司计划执行航
班共计6万余班次，全力保障春运期间
旅客顺利出行。

2月7日，海航集团党委召开了全
集团党员干部和党员代表动员大会。
新年伊始，海航集团促进企业转型增效
谋发展，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在新时代要
有新发展、有新作为。

“海航是海南的企业，根在中国。
服务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海
航事业的努力方向。”海航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陈峰表示，海航的发展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改革红利和创业

精神。
当天，海航集团全国各地139个会

场近千名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手紧握
拳头，重温入党誓词。

春运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海
航集团党委对此高度重视，并做出周密
部署，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在春运一线为
广大旅客提供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践
行“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海航人要
用温暖的小手传递大爱。”海航集团董
事局董事长王健2月 7日在美兰机场
与一线员工交流时表示。

据悉，今年春运期间，海南航空将
联合海航集团旗下首都航空、天津航
空、祥鹏航空、北部湾航空、乌鲁木齐
航空、长安航空、福州航空、金鹏航空、

桂林航空、西部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
通过新开航线、加频航线的方式，加大
春节期间运力投入，计划执行航班共计
6万余班次。其中增加航班5200余班
次，特别是加大了长沙、福州、南昌等
地区的运力投入。

在增加航班的同时，海南航空还
采用机型优化的方式，加大对旅客需
求旺盛航线的运力投放。针对海口、
三亚、昆明等地进出港热门航线采用
宽体机型或提高宽体机执飞频率，从
而提升可用座位数，协助更多的旅客
回家。

据了解，2月1日至7日，海南航空
在海南地区总航班量已达1379班次，
其 中 春 运 加 班 157 班 ，运 输 旅 客

226724 人，其中进港 109610 人、出港
117114人。

机场保障方面，海航机场集团今年
春运预计输送旅客688万人次，保障航
班起降4.4万架次;其中海南省内4家
机场预计输送旅客620万人次，保障航
起降 3.7 万架次。为确保旅客顺利出
行，海航机场集团提前规划部署，召开
春运工作动员大会，成立春运保障领导
小组，多措并举积极保障今年春运的平
安运行。

据悉，海南航空目前在海南省已开
通国内航线118条，通航城市55个；运
营国际和地区航线11条，如海口⇌普
吉、海口⇌曼谷、海口⇌重庆⇌罗马、
三亚⇌金边、三亚⇌暹粒等，通航城市

10个；近日开通的海口⇌悉尼航线是
海南航空在海南地区始发的第一条远
程国际直飞航线，构建起海南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达顺畅的空中
通道。

近5年来，海航集团在海南地区年
旅客运输量平均增长率为 15%，由
2013年的1071万人次增长至2017年
的1880万人次。截至2017年底，海航
集团在海南地区现有投放过夜飞机数
达77架，较2013年增长了22架。

海航源起海南，不断壮大的同时也
在助推海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据介
绍，截至去年底，海航集团在海南共有
企业92家，员工逾3万人；2017年全年
在海南纳税 27.69 亿元（不含海关纳

税），占 在 全 国 实 际 缴 纳 税 款 的
24.74%。

同时，海航集团还始终立足海南，
积极参与海南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
面的投资合作建设。截至目前，海航
集团在海南省投资重大项目48个，包
括美兰机场二期扩建、博鳌通航产业
园、海口双子塔、海南慈航国际医院
等。

“海航将通过基建、飞机引进、信息
化建设等渠道持续放大在海南省投
资。”王健表示，海航集团未来将继续
加强在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产
业、现代金融服务、国际购物中心、总
部经济、重点产业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投
资合作，助力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海航集团召开党员动员大会 服务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海航今年春运计划执行航班6万余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