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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

習近平：實施軍民融合 強軍必然選擇
■習近平強調，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是構建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
力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的必然選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昨日上午在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
調，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是構建一體化
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的必然選擇，也是實
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的必然選擇，要
加強戰略引領、加強改革創新、加強軍地
協同、加強任務落實，努力開創新時代軍
民融合深度發展新局面，為實現中國夢強
軍夢提供強大動力和戰略支撐。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
體會議開始前，
體會議開始前
，習近平親切接見與會代表
習近平親切接見與會代表。
。
新華社

當習近平走進會場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習近
平同大家親切握手，表示來到解放軍和武警部

習近平會議金句

隊代表團，同各位代表共商國是，感到很高興。

練兵備戰建成一流軍隊
會上，黎火輝、郭普校、張學宇、王輝青、楊初格
西、李偉、朱程、王寧等 8 位代表圍繞推進軍民融
合、加強實戰化訓練、加快航天領域發展、深化政策
制度改革、做好武警部隊改革、完善退役軍人管理保
障等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習近平同代表們深入交
流，詳細詢問有關情況，會場發言踴躍、氣氛熱烈。
代表發言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黨的
十九大以來，全軍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指
示，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學習貫徹新
時代黨的強軍思想，圍繞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
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加強練兵備
戰，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狠抓全面從嚴治軍，加快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強軍事業邁出新步伐、展現
新氣象。

科技協同挖掘創新潛力
習近平就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加快國防和軍隊
建設提出要求。他強調，要加強國防科技創新，加快
建設軍民融合創新體系，大力提高國防科技自主創新
能力，加大先進科技成果轉化運用力度，推動我軍建
設向質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轉變。要密切關注世界
軍事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動向，突出抓好重點領域軍
民科技協同創新，推動重大科技項目一體論證和實
施，努力搶佔科技創新戰略制高點。要強化開放共享
觀念，堅決打破封閉壟斷，加強科技創新資源優化配
置，挖掘全社會科技創新潛力，形成國防科技創新百
舸爭流、千帆競發的生動局面。
習近平強調，要加大依法治軍工作力度，強化法治
信仰和法治思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
加快推動治軍方式根本性轉變。全軍要增強憲法意
識，弘揚憲法精神，做憲法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
者、堅定捍衛者。要適應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要求，結合軍隊實際做好有關工作。要加
強同國家立法工作的銜接，突出加強備戰急需、改革
急用、官兵急盼的軍事法規制度建設。要堅持嚴字當
頭，強化執紀執法監督，嚴肅追責問責，把依法從嚴
貫穿國防和軍隊建設各領域全過程。

組建退役軍人保障機構
習近平指出，全軍要堅決擁護和支持深化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加強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共同落實好跨
軍地改革任務。組建退役軍人管理保障機構對於更好
為退役軍人服務、讓軍人成為全社會尊崇的職業具有
重要意義，要把好事辦好辦實。
習近平指出，國防和軍隊建設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
人民的共同事業。中央和國家機關、地方各級黨委和
政府要大力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全軍要積極支援地
方經濟社會發展。軍地雙方要發揚軍愛民、民擁軍的
光榮傳統，不斷鞏固軍政軍民關係，為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共同奮鬥。
會前，習近平親切接見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代表，並同大家合影
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
又俠，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成、苗華、張升民
參加會議。

談加強練兵

談軍民融合

談基層骨幹

現在要與時俱進，時
《軍民融合發展（戰
想當一個合格的士官
誰是最可愛的人，不
刻準備 ，枕戈待旦， 略）綱要》提到創新示 也不容易的，基層的指 要 讓 英 雄 既 流 血 又 流
弘揚我軍的優良傳統。 範區的試點，成熟一個 揮員也是不容易的，士 淚，讓軍人受到尊崇，
仗怎麼打就怎麼練。
推出一個。
官是中間的一個非常基 這是最基本的，這要保
礎的骨幹，這個隊伍的 障。
穩定性還是很重要的。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聯播

3 月 13 日兩會看點

談退役軍人保障
人大

上午9時 代表大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李建國關於監察法草案的說
明
2．聽取國務委員王勇關於國務
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才瑛

3．表決大會關於設立第十三屆
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決定草案

青島建示範區 推融合
「試驗田」
中共十八大
以來，中央把軍
民融合發展上升
為國家戰略，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全局出發進行總體設計，組織管理
體系基本形成，戰略規劃引領不斷
強化，重點改革扎實推進，法治建
設步伐加快，軍民融合發展呈現整
體推進、加速發展的良好勢頭，全
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
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以制度創新為重點任務，以破解
影響和制約軍民融合發展的體制性
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為
主攻方向，國家軍民融合創新示範
區正成為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
「試驗田」。
為推動改革不斷深入，十九屆中
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
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軍民融合創

&

新示範區建設實施方案》，明確示
範區建設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
基本原則和遴選標準，努力探索軍
民融合發展新路徑新模式，形成可
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做法。
山東省青島市是著名的海軍城，
戰略地位突出，涉海涉軍產業發
達，雙擁共建傳統悠久，軍民融合
發展特點鮮明。青島西海岸新區是
我國設立的第 9 個國家級新區，承
擔着軍民融合和海洋強國兩大國家
戰略實踐任務，在 19 個國家級新
區中唯一被賦予創建「軍民融合創
新示範區」的使命。

帶動產業發展 推供給側改革
通過聚焦「全要素」、拓寬「多
領域」、力求「高效益」，青島暢
通人才、資金、信息、管理等融合
渠道，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成為新舊

動能轉換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
要引擎，帶動船舶製造、海工裝
備、電子信息產業升級和通用航空
等產業快速發展，全市船舶海工產
業產值達500億元，電子信息產業
產值突破 2,000 億元，地方經濟總
量和發展水平實現雙提升。
在陝西省西安市，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六院依託自身航天液體動力中
的核心技術，通過成果轉化形成了
節能環保與高端特種裝備製造兩大
產業。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六院院長劉志
讓表示，「應該抓牢用好戰略機
遇，把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
『試驗田』作為自己的『責任
田』，不斷完善激勵機制，推動軍
民融合戰略落實落地，更好服務國
防建設和經濟發展。」
■新華社

4．表決大會關於第十三屆全國
人大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副
主任委員、委員人選的表決辦
法草案
5．表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法律
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委員人選名單草案
6．表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財政
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
委員、委員人選名單草案
下午3時 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監察法草
案
政協
上午9時 小組會議審議各項決議草案、選
舉辦法草案、候選人名單草案，
推舉監票人和選舉準備工作
下午3時 小組會議討論監察法草案、國
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栗戰書：完善人大制度 最關鍵維護核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昨日
在吉林代表團參加審議。
栗戰書表示，完全贊同張德江委員
長所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十二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認真履行
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人大工作取
得歷史性成就、開創了新局面。長期
堅持、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最根本的是把堅定維護習近平總書記
權威和核心地位、堅定維護黨中央權
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貫穿始終，最關鍵
的是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特別是關於人大制度和人大工
作重要思想學習好領會透，最重要的
是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決策部署
貫徹好落實好。

汪洋：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汪洋在新疆代表團參加審議。在認真
聽取代表發言後，汪洋說，完全贊同全
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他強調，做好
新時代新疆工作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緊圍繞
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進一步促
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強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努力建設團結和諧、繁榮
富裕、文明進步、安居樂業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新疆。

王滬寧：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
處書記王滬寧在青海代表團參加審

議。王滬寧表示，青海要深入學習
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決維護習
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
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要推動實現高質
量發展，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增
強各族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趙樂際：化制度優勢為治理效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
書記趙樂際在甘肅代表團參加審
議。他說，希望甘肅深入貫徹落實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打贏脫貧攻堅戰，抓好生態保
護和建設，穩中求進、改革創新、
狠抓落實，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紀檢監察機關要以憲法修正案賦予
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為契機，深化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推動制度優勢
轉化為治理效能，為經濟社會持續
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韓正：加快建設美好新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在海南代
表團參加審議。韓正說，完全贊同全
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他強調，海
南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地位作用更顯重
要，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和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 30 周年為
契機，以國際旅遊島建設為總抓手，
加快建設經濟繁榮、社會文明、生態
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