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张汨
汨 黄书波）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于
16日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
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
任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歼-10C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
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配装先进航电
系统及多型先进机载武器，具备中近距制
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
2017年7月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歼-10C 战机列装空军后，实战实训
逐步展开，飞行人才稳步成长，在空军“红
剑-2016”“红剑-2017”体系对抗演习中发
挥重要作用，为空军新质作战能力的提升
打下基础。

走实训之路，练打赢之功。驻训高
原、砺剑雪域、穿越山谷，歼-10C 的战斗
航迹贯穿着“一切训练都是为了作战”的
理念，实现了从“练为战”到“练即战”的转
变。

歼-10系列战机的发展历程，见证了
改革开放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建设发
展注入不竭动力的过程。与歼-10C先后
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的歼-20、运-20、
歼-16、轰-6K和苏-35等新型战机，为空
军战略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使空军官兵深
切感悟到改革开放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的必由之路。

在练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纲施训，
空军越来越多的飞行员具备通飞歼-20、
歼-16、歼-10C 等多种新型战机的能力。
空军航空兵某旅副旅长吕威说：“实战实
训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
获过硬的战斗力。驾驭新装备，牢记新使
命，新时代空军飞行员要飞出大国空军的
威武和气质。”

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中国空
军，围绕“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
接续建设实战空军、转型空军、战略空军，
转型发展进入快车道，备战打仗能力发生
历史性变化，成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
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力量。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
改革开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在
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空军全力推进练兵
备战，不断锤炼空天战略打击能力、空
天防御能力和空中战略投送能力，坚定
不移维护国家空天安全、维护国家战略
利益。

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 于 16 日
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这款国
产多用途战斗机的最新改进型正式形成
战斗力。军事专家王明志当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认为此举将充实我军攻防
作战力量体系，制空和空面打击能力增
强，有助于形成对周边的空中作战优势，
空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将进一步
提升。

记者：相比前序机型，歼-10C战机都
有哪些改进？有怎样的战备意义？

王明志：歼-10C战机是我国在歼-10
基础上改进的先进多用途战斗机，具备中
近距制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的
能力。它配装了先进传感器、综合航电系
统和多种先进机载武器，显著提升了制空
作战、对地对海突击和信息对抗能力。在
制空作战中，可发挥中距攻击的优势；在
对地、对海突击中，可发挥信息攻防优势，
对多种地面及海面目标实施远近结合的
精确空面打击。它的列装及形成战斗力，
标志着空军作战战备能力进一步增强，有
助于形成和保持对周边空防作战力量的
相对作战优势，有助于空军塑造有利空中
态势、确保国家空防安全。

记者：这款先进战机在未来战场上将
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明志：歼-10C 战机作为先进的多
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战役突
击为主要作战使命，与其他作战力量配
合，可在进攻性制空、制地与制海作战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歼-10C战机开始担负
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国产先进改进型多
用途战斗机正式形成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空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发挥空中力量在
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和打赢战
争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近年来，歼-20、歼-16、运-20、
轰-6K及苏-35等诸多新型战机陆续列装
部队，今天，歼-10C战机又正式担负战斗
值班，这样大踏步的装备升级意味着什
么？

王明志：空军正在逐步构建起一个适
应信息化空中战场要求的攻防作战体系，
这个作战体系包括了以歼-11系列飞机为
代表的重型制空战斗机、以歼-10系列和
歼-16 飞机为代表的多用途战斗机、以
歼-20飞机为代表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以轰-6K飞机为代表的中远程轰炸机，上
述作战飞机与空军其他信息化装备系统
相结合，将进一步完善空军的攻防作战体
系，整体提升空军作战能力，强化空军战
略性军种的重要作用。

记者：作为一款改动程度较大的先进
战机，歼-10C 战机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入
列、验证和形成战斗力的过程，其背后有
着怎样的含义？

王明志：歼-10C战机入列空军后，首
先展开试装试用，并在实战化训练背景
中，对歼-10C 战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试
验验证，形成了新装备作战使用的战术、
技术与程序。歼-10C战机能在短时间内
形成战斗力，担负战斗值班任务，直接映
射出空军实战化训练水平的整体提升，同
时也积累了先进战机的系列化改进及战
斗力生成的成功经验。

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 在武汉市
武珞路繁华闹市地段，有一片宁静天地
——施洋烈士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瞻仰、
纪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花。拾级而
上，大道两旁松柏林立，氛围庄严肃穆，
施洋同志的塑像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还能
听到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你们杀
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于 1889
年。1907 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
蚕科。课余时间他阅读进步书刊，苦苦

寻找救国救民真理。1910年，施洋转入
郧阳农业中学，1915 年，就读于湖北私
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与武汉
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要
保障人权、伸张公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武
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紧急会
议，提议发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
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
同时，他还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了解工
人疾苦，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
学校，宣传社会主义。1921年10月，他
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积
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1922 年 6
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
他指导汉阳铁厂取得罢工胜利，参与组
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
律顾问。

1923 年 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举
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他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
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
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
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
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劳动者

的律师施洋英勇牺牲，时年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有

两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树村施家湾，
另一处在宝丰镇中心集镇上，新中国成
立后竹山县人民政府将施洋烈士的母亲
和妻子迁移到此。两处故居目前保存完
好，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世代
“重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扶正义，斥
邪恶”“崇德向善”“清白传家”“忠勇报
国”的家规家风，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身
立业之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为主的
好家规、好家风，多年来，当地还把“传承
好家规好家风”教育活动纳入“十星级文
明农户”创建内容，制作家规家训牌匾、壁
画、宣传画，悬挂在农房墙面、农户门前及
家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中
孕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民风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攻坚
正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施家湾的施家子
弟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前
进。施洋小学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给人无限的希望。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最高检 16 日消
息，近日，江苏、天津、重庆检察机关依法对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席项俊
波涉嫌受贿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
记、副主任杨崇勇涉嫌受贿案，中共甘肃省委
原常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虞海燕涉嫌
受贿案提起公诉。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
席项俊波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
定，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江苏
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
项俊波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
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
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杨
崇勇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
杨崇勇利用其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
副省长的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
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
当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原
副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指定，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已向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虞海燕利用其担任酒泉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炼钢厂厂长、酒钢集团副总经理兼
总工程师、总经理、董事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中共兰州市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分别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被
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依法保障了被告
人各项诉讼权利。

歼-10C战机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空军航空兵某旅歼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010CC战机进行飞行训练战机进行飞行训练。。

新华社福州4月16日电 16日，福建省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
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
裁王银成受贿一案。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银成及其辩护人到庭
参加诉讼。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6
年至2016年，被告人王银成利用担任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党
委书记、总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
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子女就业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870万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
人王银成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
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王银成还进行
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 48 人旁
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检察机关依法对项俊波
杨崇勇 虞海燕提起公诉

王银成受贿案一审开庭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图为施洋像（新华社照片）。

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施洋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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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10C战斗值班助力空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