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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涛）昨天上午，北京市副
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隋
振江会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
席、党委委员梁涛一行，双方就国家金融风险
管理实验室建设等有关工作举行座谈。

隋振江代表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向梁
涛一行表示欢迎。隋振江说，北京城市副中
心作为“十四五”时期首都金融业发展的“双
核”之一和重要支撑，部署和落地国家金融
基础设施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区域
金融生态环境，集聚金融科技创新资源和数

字金融龙头企业。立足新发展格局和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国家金融风险管理实验室的
设立将为金融有效监管、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和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为金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平台
和技术支撑，城市副中心及通州区将全力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希望银保监会进一
步关注支持城市副中心建设，鼓励更多增量
金融资源布局城市副中心，完善区域金融生
态建设，助力城市副中心金融经济高质量
发展。

梁涛感谢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北
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通州区对银保监会的
大力支持。他说，此次以“部、市、区”联建方
式，设立国家金融风险管理实验室，并将其
建设成为承担银行保险业监管数据中心、风
险监控中心、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国家
级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是贯彻落实国务院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对金融领域战略
性、前瞻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问题研究。围
绕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金融风险防
控处置机制，加大研究力度，增强政策储备”

的重要内容和有效举措。相信在城市副中
心和通州区的支持下，实验室设立进程一定
会加快推进。银保监会也将一如既往加大
对城市副中心金融发展的支持和指导，为城
市副中心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绿色金
融国际中心，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提供有力
金融支撑。

中国银保监会统信部主任刘春航，北京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城市副中心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通州区委书
记、区长赵磊参加。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与中国银保监会举行工作座谈
梁涛隋振江参加

暂缓开通1年半

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准备就绪
本报记者 李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全市第一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通讯员 杨浚）记

者昨天获悉，今年以来，城市副中心经济各
领域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生产需求总
体回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全
市第一，经济基础不断夯实，副中心质量逐
渐凸显。

今年上半年，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效明
显，构建城市框架的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
设。运河商务区鳞次栉比，“三大建筑”雏形
初现，备受瞩目的环球度假区也即将华彩绽
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框架正从规

划蓝图逐渐变成现实画卷。区统计局数据
显示，上半年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建
安投资总量居全市第一。作为未来高端要
素集聚的运河商务区建设进一步提速，上半
年运河商务区核心启动区投资增速达到
84.8%；“三大建筑”、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等重点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民生投资保
持稳步增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34.8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同比增长7.6%。三大产业实现全
面增长，其中第三产业成为拉动全区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7亿
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95.4亿元，同比增长3.5%，第三产业实现增
加值334.7亿元，同比增长10.2%。

工业生产有序恢复，高技术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
产值293.9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16.4%，延续了今年
以来的快速增长态势。医药制造业和仪器
仪表制造业成为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
主要力量。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 20.7%；仪
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增长15.1%。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网上消费快速增
长。上半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75.2 亿元，同比增长 15.4%。在限额以
上批发和零售业中，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业，新车汽车零售业，机动车燃
油零售业共计实现零售额 60.2 亿元，同比
增长 35.8%；网络购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部分，上半年，限额以上批零住餐
企业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为 85.4
亿元，同比增长 22.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 31%，拉动社零总额增长 6.6 个百
分点。

环球度假区即将开园，暂缓开通1年半之
久的环球度假区地铁站也即将揭开“面纱”。
昨天下午，记者跟随地铁工作人员一起，搭乘
地铁列车来到环球度假区站一探究竟。

站台宽度多4米 站厅更宽敞

从地铁列车走下来，刚到站台，就能明显感
觉到车站的大气。灰色水磨石地面，搭配白色
的墙壁和柱子，透露着简约风。“看看我们的地
铁站，空间更大、屋顶更高、站台更宽敞。”地铁
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璐莎介绍，一般的地
铁站台只有12米宽，而环球度假区站的宽度则
达到了16米。多出来的4米，可以容纳更多的
乘客排队候车，同时也让车站空间更富余。

搭乘电梯走向站厅，空间更加宽敞。整
个车站由 8 根伞状钢柱支撑起屋顶，阳光透
过天窗和玻璃幕墙显得格外亮堂，起伏的玻
璃屋顶让乘客抬头可见蓝天白云，视觉感受
更为通透。

环球度假区站装修设计风格以“梦幻”为
主题，融入水墨画来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从
站外看过去，车站的屋檐流动起伏，仿佛山脉
一样延伸开来；而从站内看，白色屋顶和装饰
带给游客更多的未来感，头顶不断变化的彩色
灯带和发光座椅更加具有科技感。

站外环球度假区站采用“以绿换绿”的设
计理念，是国内首座消隐于主题公园内的地景
式车站。曲面钢结构屋盖分种植区及采光区，
种植区达 1万平方米，种植区草坪与环球主题
公园内的绿化景观形成一体。将车站消隐于
城市之中，既降低建筑能耗，又增加城市绿化
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车站还采用了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可自动检测照度。天气晴好时采用
自然采光，需要照明时，车站一万多盏灯则可
以自动调节亮度，节省能源消耗。

环球度假区站一共有6个出入口，其中
北侧的 5 个出入口距离环球度假区最近。
为了让乘客出行更加方便，5个出入口中，
2个是出站通道，3个是进站通道。

车站一共设置了82道闸机，其中48道进
站闸机，34道出站闸机，即使出现大客流，乘
客也不会在闸机口出现排队等待的情况。

车站内的8组扶梯连接着站台与站厅，
同时站内多处无障碍电梯也可以服务携带

轮椅和婴儿车的乘客。“无障碍电梯也是精
心设计过的，最大可以承载21人，比一般地
铁站电梯的容量更大。”刘璐莎说。

环球度假区开园之后，预计将会迎来
数量庞大的“亲子游”群体。那么，地铁站
距离环球度假区到底有多远？记者注意
到，出了地铁车站，就是环球度假区的测温
和安检通道。车站西侧是环球度假区的城
市大道，里面有餐厅和主题商店，再步行约

700米，就可以到达度假区大门，步行时间
约在8分钟。

站内的卫生间也针对亲子群体精心设
计。每个站台尽头，都设置了无障碍卫生
间和独立的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内还配
备了高度较低的儿童坐便器和洗手池。而
母婴室内则配备了婴儿护理台、婴儿折叠
安全椅等母婴服务设施，同时还提供舒适
的座椅供亲子短暂休息。（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记者从北投集团
获悉，该企业的总部大楼正处于规划设计阶
段，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工建设。这也是城
市副中心第一家市属国企总部大楼，将按照
绿色三星的标准设计建设。

今年上半年，北投集团以 6.92亿元摘得
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处地块，该地块位于市行
政办公区东侧，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西侧，紧
邻地铁 6号线东夏园站，建成后将成为北投
集团总部大楼。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2017年11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批
准设立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北投集团”)。北投集团作为市国资
委出资的投资类国有独资公司，由北京新奥
集团翻牌组建而成。组建北投集团，旨在承
载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任务，进一步提升城
市副中心及通州区规划建设统筹水平，加强
开发模式创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与
雄安新区形成“一体两翼”的发展新格局。

2019年10月，北投集团总部率先迁入城
市副中心，为市属企业作了表率。没有成熟
的办公场所，集团就把位于潞城地铁站旁的
临时板房作为办公用房，1600余名员工浩浩
荡荡从北四环迁至东六环，开始了满怀激情
的“二次创业”。

北投集团原办公地点在北四环内，搬至城
市副中心后，集团党委提出员工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申请调去位于市区的二级公司，但令人
感动的是，没有一位员工提出工作调动申请。

“能够顺利搬迁，必须要感谢全体员工的大局
意识，很多人的通勤时间都翻了好几倍，但大
家没有一句抱怨，始终保持着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北投集团相关负责人感慨。

截至目前，北投集团在城市副中心承担
项目超过150个，总投资规模近3800亿元，其
中包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城市副中心三大
建筑及共享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张家湾设计
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建设运营工作，老城双
修、家园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等。北投集团
下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已收购京
杭广场（改造升级为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
北投希尔顿酒店、北投产业园等优质资产，切
实改善区域营商环境，助推区域繁荣发展。

作为集“投资、融资、开发、建设、经营”
于一体的城市综合运营商，北投集团先后设
立了生态环境、智慧城市、静态交通、商业地
产、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物业管理等专业子
公司，在城市副中心开展城市综合运营服
务，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的坚
强领导下，按照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决
策部署，全力以赴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为
将城市副中心打造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桥头堡’，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北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长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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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曲经纬

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有一条路叫“陈列馆路”，就是以路西的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
命名。长城垛口嵌顶的主馆建筑，野战工事构筑的山地炮场，以及绿荫环抱的鱼塘与葳蕤
生机的桃林，组成了京杭大运河北首这座占地约百亩的展馆。

其室内陈列面积为4500平方米，包括室外的野战炮场，陈列馆共收集了自中国革命战
争年代以来，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乃至现代中国军队所有的地面
装备，以及世界其他23国的武器等约1万余件，并以声光效果及多媒体方式展示。其中，轻
兵器展厅的 5000余件展品中，既有刻画镀金的工艺手枪，也有历史悠久存世极少、历经两
次世界大战的各国著名枪械，品种繁多位居全国军事展馆之首；炮厅中心陈列着1987年我
国自行研制的双管小口径高射炮，还有各式退役或现役的迫击炮、反装甲武器和弹药等约
300余件……走在展厅中，似乎可以听到华夏大地抗日烽火硝烟中民兵的呐喊与枪炮声。

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记者前往陈列馆，从武器文物中追寻红色印记、重温红
色故事，感受中国梦、强军梦。

江西井冈山五百里山脉绵延起伏，巍
峨壮观，山脚的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支
斑驳的老式步枪，曾是秋收起义部队的配
备武器，这支枪就是著名的“汉阳造”。在
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国民兵武器陈列馆内，
也珍藏着一支汉阳造，引得前来参观的人
们久久驻足。“汉阳造是中国的功勋步枪，
在战火纷飞年代助力中国共产党点燃星星
之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铭
介绍。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
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同年 10月，毛
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
在此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
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
文才，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
革命发展的前途。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
军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并赠送100支枪给袁
文才。袁文才深受感动，并慷慨地回赠
1000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于工农革命军的给
养。得到地方武装的支持，毛泽东创建了
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这传为美谈的“100 杆枪”一直被学界
推测为“汉阳造”。“汉阳造”是 7.92 毫米步
枪，由中国汉阳兵工厂仿制德国 1888式步
枪，因此还有两种叫法，79式步枪和88式步
枪，俗称“汉阳造”或“老套筒”，有着“中华
第一枪”之美誉。中国近代以来，“汉阳造”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传奇，从辛亥革命，

到八一南昌起义到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汉阳造”一直是我
国军队装备最多，使用最广，知名度最高，
最爱使用的步枪，也是近战刺刀白刃战最
好的兵器。“‘汉阳造’是国产第一支百万级
以上量产的步枪，伴随了整个中国革命历
史，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最忠实的‘战
友’，见证了中国革命军队和人民武装的成
长。”王铭说。

之所以推测为“汉阳造”，王铭表示有
两点佐证。首先是枪支来源，秋收起义部
队清一色使用“汉阳造”。秋收起义发动前
夕，缺少“枪杆子”，一筹莫展之际，毛泽东
突然想到学生唐生明。唐生明虽是国民党
高级将领，但他对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行
为十分愤慨，曾与陈赓等黄埔军校学生联
名发出了“讨蒋通电”。接到毛泽东等人的
求援信后，唐生明巧施妙计，从兵工厂将
300 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和近万发子弹
偷偷运上了从汉口南下的列车。秋收起义
爆发，300支“汉阳造”成为起义部队最主要
的武器装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打出
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将“枪杆子”牢牢握在
了自己的手中。

另据史料记载，在毛泽东见袁文才之
前，袁文才先派部下陈慕平见毛泽东，毛泽
东也曾赠枪给他，陈慕平背枪上山后兄弟们
连连称赞“好枪呀！汉阳造。”“那时候汉阳造
是战场上最受欢迎的枪支，赠送的100杆，占
其所带部队枪支的七分之一，人人称好枪。”
王铭说。

陈列馆展示的轻武器品种繁多位居全
国军事展馆之首。其中有 600多件不重样
的手枪，包括分枪管后坐式手枪、工艺与特
种手枪、名贵手枪、转轮手枪和自由枪机式
手枪。

在全封闭的展柜中，警用型德国毛瑟
短管M96手枪熠熠生辉。“开国元帅朱德曾
经用过的随身配枪就是这个型号，这种手
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批量进入中国，
可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五十米到一百
五十米之间。”解说员蒋大燕耐心讲解。这
把看似普通的手枪为何会被珍藏至今呢？
原来90多年前，朱德正是拿着这种手枪，打
响了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的第
一枪，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揭开了序
幕，正是这种手枪打响了南昌起义号角。

展品中，来自德、日、西、美、苏、比利时
等国的各色手枪琳琅满目，既有“手枪之
王”等实用性手枪，也有豪华美观极具收藏
价值的观赏性手枪，还有执行特殊任务所

用的微型手枪、钢笔手枪，品种多、型号杂、
来源广泛。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武装力量
各显神通，这些手枪先后进口中国留存至
今，大部分手枪来源无从考证，但一些枪支
上还留有当年的红色印记。

一把西班牙 7.63毫米MM31式全自动
手枪右侧就刻有“靖远同志配用，杀敌救
国。董英斌赠，二二年四月一日”字样。徐
靖远是抗日救国军纵队司令员，192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伐军师政治部主
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师长、河北抗日
民军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豫北五县民团
联防司令、太行军民抗敌联防委员会参谋
长。1938年8月7日发动八七起义，刺杀伪
华北皇协军军长李福和及日军十多人，通
电反正，1942年8月在郑州壮烈牺牲。2015
年 8月，他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这些手枪既是列强侵华的罪证，也是
中华儿女奋起抵抗的历史缩影。

正所谓重机枪在先，轻机枪在后，在枪
械发展史上，50公斤重的重机枪再加上所
需弹药，人力很难携行使用，为减轻士兵负
荷量，轻机枪应运而生。来到轻机枪展区，
解说员的“小喇叭”再次响起：“轻机枪是步
兵班的火力骨干，主要用于杀伤和压制800
米内的生动目标，本展台展出的轻机枪，有
50余种。”

眼前既有世界上第一挺轻机枪丹麦麦
德森机枪，也有捷克ZB-26式轻机枪，加拿
大造的 7.92毫米勃然轻机枪和英国 7.7 毫
米布伦轻机枪；有美国勃朗宁轻机枪、约
翰逊轻机枪、比利时 7.92 毫米勃朗宁轻机
枪、日本 6.5 毫米十一年式轻机枪（俗称

“歪把子”），还有世界上第一挺轻重两用
机枪德国MG34式机枪，以及瑞士启拉利、
意大利菲亚特、前苏联马克沁、德普式等
轻机枪。

通州革命史专家、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陈喜波在捷克ZB-26式轻机枪前蹲下身子
细细品味。“就是这枪，大大增强了平家疃
的武装力量！”陈喜波说的平家疃是他研究
了十年的通州红色乡村。

古运河畔、京东最大自然村平家疃是
有名的英雄村落，北与顺义区接壤。在近
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平家疃村百姓
积极投身于战斗中，书写了一段运河儿女
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红色传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运河之滨平家疃
抗日活动频繁，日寇经常到村里清乡，搜捕
抗日干部，为了巩固平家疃的抗日政权，扩
充革命力量，平家疃抗日游击队成立了。

这支游击队由村里七八个青年村民组
成。成立初期没有枪支弹药，只有几把大
刀和一些手榴弹，当时主要任务就是搜集
枪支和扩充人员，为了进一步开展活动，打

开局面，他们决定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
装自己。

在《平家疃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文中有
这样一段记载。潮白河东岸诸葛店盘踞着
两个中队的敌伪兵力，其中，伪警备队
配备有一挺龙牌捷克轻机枪，凭着
这挺机枪，伪警备队四处清乡，耀
武扬威不可一世。为了打击
伪警备队的嚣张气焰，游
击队决定将机枪夺取
过来，制定了周密
的计划。接下来，
游击队成功策反了伪
警备队的机枪班班长，
智擒伪警备队中队长，并在西赵村打了一
场漂亮的伏击战，缴获轻机枪，并步枪两
支、手枪一支、子弹800发。

“有了这挺捷克轻机枪，大大加强了平
家疃的武装力量。游击队由几把大刀打出
了四十多支枪，由七八个人发展为三四十
人，越战越强，群众也被动员起来，使日寇和
敌伪部队不敢轻易进犯平家疃。”陈喜波说。

我军成立之初，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
敌，“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枪炮靠缴
获，运输靠老蒋”，真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游击
队之歌》既唱出了我军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也道出了革命战争
年代我军武器装备取之于敌的策略。“百
年来，人民军队从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捉
襟见肘的窘境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逐步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国防科研和
军工生产体系，先后走过引进、仿制、自
主研发等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武器装备发展道路，很不容易啊！”陈
喜波感慨道。

平家疃书写了一段抵御外辱的红色传奇，也孕育了革命的种子。村中已91岁
高龄的乔善义16岁参军，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又跟随中国人民
志愿军赴朝鲜半岛抗美援朝。虽然如今说起话来已经有些不清楚，但说起
当年使用过的武器，讲起战斗故事，老爷子仍慷慨激昂。

“那时候哪有枪呀，跟着部队走，捡到啥就用啥，打完没子弹了就
扔，然后再从敌人手里夺！”乔善义记得，当年捡到一支美式步枪，后
坐力很强，打了一枪，强大的冲击力使得枪托把肩膀怼出了血，耳朵
也给震聋了，一个星期后才恢复。“没有枪就从敌人手里抢，光着屁股
也要把国民党反动派穷追猛打！”

听说陈列馆中有一把前苏联7.62毫米TT30式手枪，老人特别想
去看看，这把手枪勾起了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段记忆。

抗美援朝时期，乔善义跟随志愿军抵达朝鲜半岛，奉命看守西海岸，
全军负责开山，天宝山。“当时，我是46军138师412团3营9连军械员，连长
信任我，让我管理全连武器！”乔善义记得倍儿清楚。他回忆道，当时 3人一
组，轮流使用一支手枪，他记得这支手枪为 51式手枪。而他记忆中的“51式”原
型就是苏联托卡列夫TT30/33型手枪。

51式手枪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种制式手枪，是按照苏联的生产
技术模式仿制的一型制式武器。“51式手枪主要是按照朝鲜战争需要，从苏联的各种手
枪中选出结构简单、生产成本低的手枪仿制，以苏联托卡列夫 TT30/33 型手枪为原
型。”武器专家、原总参轻武器论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马式曾介绍。

“它的弹道性能、不可拆卸式刺
刀、木质长枪托、瞄准装置等均与56式

半自动步枪类似，在这基础上增加了冲锋枪
的功能，实现单、连发射击，点射精度更高。”马式

曾解释道。
之后，我国又开启了中国小口径步枪研发之路。87式自动步枪成

为我国第一个小口径枪械（口径由7.62毫米改为5.8毫米）。“87式步
枪是现在我国95式步枪及轻机枪的‘前奏’，它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我

国小口径枪弹之路。小口径弹的优点在于枪弹轻、携弹量多、穿透力强、后
坐力小，以及易操作、精度高等。从枪身本体来说，它最先在国产自动步枪
上使用工程塑料和铝合金材料，金属表面革新为黑色氧化，耐锈蚀又牢
固。”马式曾说。

87式自动步枪作为一种过渡产品没有批量生产，但为后来的95式枪
族奠基。95式步枪如今仍在部队配装中使用，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
国担当的维和部队士兵手中扬名海外。

马式曾表示，我国自主研发的道路上还有诸多重型武器，炮厅里 87
式 25毫米双管高射炮就是在苏联制式上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小口径
高射炮。它由两门自动机关炮、双轮式炮架、一台 86式红外跟踪瞄准具
和两盒40发弹药箱所组成、具有单发、连发两种模式，循环射速为每分钟
700发，并具有每秒钟1050米的炮口初速。

该炮重量达 1.5吨，一般需要车辆拖曳，步兵无法自行携带，也因为
它火控系统全无，不可自动瞄准和炮击，完全依赖人力，反应慢，无法有
效对付高速战机等劣势，很快被淘汰。

但有意思的是，87式双管高炮却在另一个领域发挥了作用，那就是
对地压制，它的 25毫米机关炮弹可以轻松压制敌人的大口径机枪。而
执行防空任务方面则逐步让位于双管35毫米和37毫米高炮。

不过，现如今高射炮也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开始导弹系统的
研发了。

“建设一支掌握先进武器的人民军队，是我党孜孜以求的
目标。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启示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科技兴军，
在提高新质战斗力上求突破，发展真正顶用管用的东西，加快构建
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任务需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为实现军队
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
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提供强大物质技术支撑。”马式曾说。

井冈山赠“100杆枪”或为“汉阳造”

600种手枪述说抗战革命史

一挺轻机枪展现通州民兵力量

一把苏式手枪引出91岁老兵战争回忆

中国武器装备走上自主研发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还被称作“万国牌”，旧杂式
枪械装备已不足以捍卫新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军队轻武器制式化要
求十分迫切。1956年，中国兵器建设厂开始了轻武器仿制、自主研制之
路，自力更生，武装自己的部队。“这里的63式步枪和87式步枪具有
里程碑意义。”马式曾指着琳琅满目的步枪展柜说。

当时，中国装备主要仿制苏式 AK-47 突击步枪、
SKS 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均发射 56 式 7.62
毫米中间威力型枪弹。其中，56式半自动步枪
（代号：SKS），射击精度好，带折叠的刺
刀。56 式冲锋枪（AK-47）能连发射
击，火力较猛，但射击精度差，枪短，
不利于拼刺格斗。因此急需研制新
的自动步枪，在步枪作战效能（射
击精度、刺刀）的前提下，揉合冲
锋枪连发射击性能，“步冲合
一”以加强火力。63式步枪
应运而生。

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内陈列着中国及世界其他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内陈列着中国及世界其他2323国武器约国武器约11万余件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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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换绿”车站消隐于公园

82道闸机应对大客流 卫生间配备儿童坐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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