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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
4月19日发布消息， 空军近日连
续组织多架轰炸机、侦察机成体
系“绕岛巡航”，锤炼提升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空军开展的海上方向实战化
军事训练， 出动了轰-6K、苏
-30、歼-11和侦察机、预警机等
多型多架战机。 轰-6K等战机实
施了“绕岛巡航”训练课题，提升
了机动能力，检验了实战能力。

军事专家分析认为， 此举表
达了人民空军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
是空军飞行员的神圣使命

轰-6K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发
的中远程新型轰炸机。空军近年
来远海远洋训练和绕岛巡航中，
都有轰-6K战机的英姿。

空军航空兵某师轰-6K机长
翟培松表示：“这次绕岛巡航，我
们用战神的航迹丈量祖国的大
好河山，除了自豪，更多的是自
信。改革开放、强军兴军，我们的
战机更先进了，我们飞行员的‘翅
膀’更硬了，有自信和胆气应对任
何挑战。宝岛在祖国怀中，祖国在
我们心中。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
是空军飞行员的神圣使命。”

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 空军
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飞
越宫古海峡、 巴士海峡、 对马海
峡，持续组织海上方向实战实训。
空军还要按照既定计划， 继续组
织多型战机“绕岛巡航”。

空军航空兵某团轰-6K飞行
员杨勇说：“这两天， 我们接连绕
岛巡航， 战斗机不断刷新战斗航
迹，飞行员不断刷新战斗经历。每

一次绕岛巡航， 都强一份使命担
当、多一分血性胆气。听从祖国和
人民的召唤， 空军飞行员勇往直
前。”

走实训之路，练打赢之功。空
军轰-6K飞行员群体聚研战谋战
的心气、砺勇往直前的胆气、壮敢
打必胜的底气、 养砺剑亮剑的霸
气，把“思想政治要过硬、打仗本
领要过硬、战斗作风要过硬”的战
略要求，落实到每一个战斗岗位、
每一次战斗起飞。

一旦需要
空军可及时做出反应

军事专家分析认为，“绕岛巡
航” 表达了人民空军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意
志。

军事专家王明志认为， 空军
航空兵充分发挥空中力量高速机
动、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传递了
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作为战
略性军种， 空军在管控危机和打
赢战争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
用。

军事专家邹轶男认为， 在空
天时代， 以地理屏障来获取战场
优势已经不再可能。空军的“绕岛
巡航”充分说明，在国家需要的时
候，空军有能力绕到对手所谓“安
全方向” 对其实施打击。 邹轶男
说， 空军不仅在平时注重锤炼打
击能力，同时也在积累相关信息，
一旦需要，可以及时做出反应。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
共同信念： 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
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
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中国空军正
在用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 ■综合新华社

再回应美制裁中兴：
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

关于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一
事，商务部日前已表态，指出中
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随时
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高峰在发布会上再次强调
了这一立场。他指出，美方的行
径引起了市场对美国贸易和投
资环境的普遍担忧。 美方的行
为表面上是针对中国， 但最终
伤害的是美国自身， 不仅会使
其丧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还会影响成百上千的美国关联
企业。更重要的是，将会动摇国
际社会对美国投资和营商环境
稳定的信心。 希望美方不要自
作聪明，否则只会自食其果。

“我们希望美方也不要低
估中方的决心。”高峰说，中方
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决
心和信心不会有丝毫动摇，我
们会进行坚决斗争。

双方尚未就美“征税产品
建议清单”进行双边谈判

美国日前表示愿意与中方
就“301调查”等项下的产品征
税建议，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下展开磋商， 有报道认为
这是美方态度缓和的表现。

高峰认为， 这些解读并不
符合事实。他指出，美方依据其

国内法， 先后对中国产品发起
“232调查”并采取征税的措施，
发起“301调查”并公布对中国
征税产品的建议清单， 严重背
离了世贸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磋商是争端解决诉讼中
的必经程序。”高峰说。中方分
别于4月4日和4月5日在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 将美方
“301条款” 征税建议措施和
“232条款” 征税措施诉诸世贸
组织。 按照争端解决程序的规
定， 美方应当在收到中方磋商
要求之日起10日内作出答复。
目前， 美方表示愿意就上述案
件磋商， 只是满足了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项下中方诉求的
程序性要求。 中方将按照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推进对美
方的诉讼。

高峰强调说，目前，双方尚
未就美国“301条款”调查和美
国对中国征税产品建议清单问
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

对自美进口高粱的
反制措施对中方影响不大

商务部于17日发布公告，
认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
在倾销， 决定于18日起对自美
进口高粱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高峰指出， 这是经过认真
评估的，总体对中方影响不大。
比如谷物， 中国自身就是粮食
生产大国， 粮食产量总体呈上

升的趋势，2004年至2015年中
国连续 12年粮食增产 ，2016
年、2017年粮食产量在6亿吨以
上，保持了历史高位。

“根据统计，中国自美国进
口的小麦、 玉米等谷物的数量
占国内消费量的比例不到2%，
主要是调剂品种的需要。 即使
加征关税， 对国内消费也基本
没有影响。”高峰说。

他表示， 对于可能面临的
负面影响，中方已经做好了充分
准备。中方有条件、有办法、有能
力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挑战。

反对把贸易救济措施变为
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高峰介绍说， 今年以来美
方已对中国产品发起5起反倾
销和反补贴的合并调查， 案件
数量同比大幅增加，涉案的5个
产品中，有3个是钢铁产品或者
其制品。

根据美方的统计， 美方现
有生效的贸易救济措施中有
223项是针对钢铁产品或者是
制品的， 占美国全部贸易救济
措施的比例超过50%。

“我们不希望看到，世贸组
织的贸易救济措施被个别成员
所滥用， 更反对把贸易救济措
施变成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
具。对某些行业的过度救济，并
不是维持行业繁荣的治本之
策。”高峰说。 ■据新华社

根据年度例行性计划安排，
我陆军航空兵部队4月18日在东
南沿海举行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
演练，多型武装直升机密切配合，
高效协同， 全面检验陆航部队海
上全天候作战能力。

陆军航空兵某旅副旅长杨保
卫介绍，这次海上实弹演练，重点
是按照真、难、严、实的要求，在环
境上突出夜间、 海上和复杂电磁
环境，在战法上突出尽远攻击、协
同攻击、多弹种连续攻击，方法上
突出自主侦察、临机决策，全方位

提高部队实战能力。
当天23时许， 随着最后一架

直升机降落， 此次海上实弹射击
演练圆满结束。演练副总指挥孙
永富说：“陆军航空兵作为新型
作战力量，是实现陆军‘机动作
战、立体攻防’的有力支撑。这次
实弹演练，是我们坚决贯彻习主
席训令要求，聚焦海上方向使命
任务，按照实战标准，构建实战
环境， 检验练兵备战效果的有力
举措， 有效提高了陆航部队遂行
使命任务能力。”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19
日就空军战机“绕岛巡航”应询表
示，“台独” 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
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 两岸同胞
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坚
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
谋和言行， 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任何人、 任何势力不要低估我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
决心和坚强能力。

有记者问，舆论认为，此次
“绕岛巡航”这是大陆在台湾海峡
18日军演之外， 对台湾行政机构
负责人赖清德“台独”言论以及岛
内“台独”分裂活动进一步发出警
告，请发言人予以说明。马晓光在
答问时做上述表示。

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摩擦热点

中美双方未进行任何双边谈判

空军“绕岛巡航”是警告“台独”？
国台办回应：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我军在东南沿海跨昼夜实弹演练

链接

中国纵横

如何看待美方对中兴通讯的制裁， 是否会波及更
多公司？美方表示愿意在世贸组织机制下就“征税产品
建议清单”与中方磋商，是否意味着美方态度缓和？中
国日前对自美进口高粱实施的反倾销调查初裁是否会
影响我国相关消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月19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就上述热点进行了回应。

▲4月19日，中国空军轰-6K等多型战机开展海上
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 新华社 图

4月18日，根据年度例行性计划安排，我陆军航
空兵部队在东南沿海举行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演练。

新华社（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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