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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學習

：強國須強軍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舉行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富國和強軍，確保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進程
同國家現代化進程相適應，軍事能力同國家戰略需求相適應。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要統一思想、堅定信心、鼓足幹勁、抓緊工作，奮力推進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建設。

■新華社

■2019 年 10 月 1 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70 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
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檢閱受閱部隊。 資料圖片

軍強方國安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榮弟同志就這個問題進行
了講解，並談了意見和建議。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認真聽取了他的講解，並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建
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我們黨孜孜以求的目
標。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堅持把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建設擺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重要位置，付出
艱苦努力，取得巨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我
們着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圍繞實
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針
原則，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進一系列重
大工作，開創了強軍事業新局面。今年，我們將
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 2020 年目標任務，並乘勢而
上，開啟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進而把我
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新征程。

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和中央
軍委就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作了新的戰略籌劃和安
排。要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
才強軍、依法治軍，全面推進軍事理論、軍隊組
織形態、軍事人員、武器裝備現代化，加快機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確保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目標任務。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
速演進，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格局產生深刻影
響，我國安全形勢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世界
新軍事革命迅猛發展，為我們提供了難得機遇，
同時也面臨嚴峻挑戰。要增強使命感和緊迫感，
努力實現我軍現代化建設跨越式發展。

建成世界一流
習近平擘畫強軍路

2014年4月，習近平看望慰問駐新疆部隊
「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
本原則和制度，持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
價值觀，加強黨組織建設，確保部隊建設正
確政治方向。」
2015年7月，習近平視察第16集團軍
「引導官兵堅定理想信念、築牢思想防
線、增強政治免疫力，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都牢牢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
和制度。」
2016年新年伊始，習近平視察第13集團軍
「真正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和掌握部
隊，努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
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鍛造具有鐵一般信
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
的過硬部隊。」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我軍加強黨的
領導和黨的建設工作的首要任務。要加強黨
的政治建設，引導全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
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
委指揮。
──2018 年 8 月 17 日，習近平在中央軍
委黨的建設會議上指出
人民軍隊聽黨指揮，聞令而動，在疫
情防控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
突出貢獻。實踐再次證明，人民軍隊始
終是黨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賴的英雄軍
隊。
──2020 年 5 月 26 日，習近平出席十三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
團全體會議時指出

堅持全黨全國一盤棋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全黨全國一盤棋，軍地合
力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中央和國家機關、地
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強化國防意識，認真落實擔
負的有關工作，在國防科技創新、國防工程建
設、國防和軍隊改革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在軍
人家屬隨軍就業、子女入學入託、優撫政策落實
和退役軍人保障等方面積極排憂解難。軍隊要同
中央和國家機關搞好溝通協調，共同把國防和軍
隊建設推向前進。

命，革命軍人信念堅定、頑強戰鬥，取得了
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
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
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把人
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

要探索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練兵備戰方式方法，
因時因勢搞好科學調控，加緊推進軍事鬥爭準備，靈
活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全面提高我軍遂行軍事任務
能力。
──2020 年 5 月 26 日，習近平出席十三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
要加強無人作戰研究，加強無人機專業建設，加強
實戰化教育訓練，加快培養無人機運用和指揮人才。
──2020 年 7 月 23 日，習近平到空軍航空大學視
察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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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軍 從嚴治軍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廣州戰區考察
「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武裝官兵，持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
觀，大力弘揚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進
一步打牢官兵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履行使
命的思想政治基礎。」

建軍 93 年來，人民軍隊始終與黨同心
同德、步調一致，無論面臨什麼樣的風
險、誘惑和干擾，都矢志不渝聽黨話跟
黨走，以實際行動彰顯對黨的絕對忠
誠。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全軍部隊堅決聽
從習主席指揮，聞令而動、勇挑重擔，不負
重託、不辱使命。從1月24日除夕夜開始，
軍隊先後派出 3 批共 4,000 多名醫護人員馳
援武漢，形成了前方指導組、聯勤保障部
隊、一線醫護人員的支援力量體系，為打贏
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作出突
出貢獻。
7 月以來，強降雨導致我國南方多地出現
內澇、山洪等災害。人民軍隊召之即來，火
速集結，馳援抗洪一線。第一時間封堵管
湧、保堤護圩、查巡險情，保護人民群眾生
命財產的安全。

能打仗 打勝仗

堅決聽黨指揮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的建軍
之本、強軍之魂。
習近平主席在總結我們黨建軍治軍經驗
基礎上深刻指出：「黨指揮槍是保持人民軍
隊本質和宗旨的根本保障，這是我們黨在血
與火的鬥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從北國邊疆到嶺南大地，從大漠戈壁到
東海之濱，無論走到哪裏，習主席都對鑄牢
軍魂反覆強調、再三叮囑。

「人民軍隊永遠是戰鬥隊，人民
軍隊的生命力在於戰鬥力。」 這
是習近平主席回顧人民軍隊光輝歷
史作出的科學結論。
能打仗、打勝仗，是黨和人民對
軍隊的根本要求，是軍隊使命職責
之所在、軍隊存在的根本價值之所
在。
進入新時代，習主席反覆強調：
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
隊，堅持仗怎麼打兵就怎麼練，打
仗需要什麼就苦練什麼。
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
勝。
對軍隊建設，習主席念茲在茲的
就是實戰化軍事訓練。在破浪航行
的戰艦上，習主席登甲板、進艙
室，深入戰位了解訓練；在呵氣成
霜的戈壁灘上，習主席冒嚴寒、迎
朔風，視察空軍某試驗訓練基地；在硝煙未散的演習
場上，習主席坐進裝甲指揮車，詳細詢問裝備性
能……
訓令如鐵，使命如山，號角催征。近年來，實戰化
軍事訓練熱潮在全軍持續興起。陸軍的「跨越」
「火力」、海軍的「機動」 「藍鯨」、空軍的「金
頭盔」 「金飛鏢」、火箭軍的「天劍」等系列演
習，對抗性一年比一年強，火藥味一年比一年足，展
現出新時代實戰實訓的新氣象。

要

■2020 年 7 月 8 日凌晨，武警江西省總隊景德鎮支隊官兵在景德
鎮市珠山區觀音閣地區搬運沙袋加固昌江堤壩。
網上圖片

習近平強調，要同國家發展布局相協調，貫徹新
時代軍事戰略方針，貫徹我軍現代化發展戰略，擬
制好我軍建設「十四五」規劃，形成科學的路線
圖、施工圖。要堅持方向不變、道路不偏、力度不
減，突出軍事政策制度改革這個重點，統籌推進各
項改革工作，不斷解放和發展戰鬥力、解放和增強
軍隊活力。要堅持自主創新戰略基點，加強基礎研
究和原始創新，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加快發展
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技術，加快實施國防科技
和武器裝備重大戰略工程，不斷提高我軍建設科技
含量。要貫徹新時代軍事教育方針，健全三位一體
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創新軍事人力資源管理，培養
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專業化新型軍事人才，延攬各
方面優秀人才投身強軍事業。要更新管理理念，提
高戰略素養，健全制度機制，暢通戰略管理鏈路，
實質性推進軍事管理革命，提高軍事系統運行效能
和國防資源使用效益。

來源：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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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旗獵獵，軍歌嘹亮。
1927年8月1日，伴着南昌城頭響起的槍
聲，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在經歷了數千年滄海
桑田的中華大地上誕生。
93 年來，人民軍隊聽黨指揮、不辱使

不斷提高科技含量

軍無法不立，法無嚴不威。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歷史
的昭示，是時代的選擇，是現
代化軍隊建設的普遍規律。
2012 年 12 月，黨的十八大閉
幕後不久，習近平主席首次到
基層部隊視察時，就鮮明提出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
之基」。自此，以強軍目標為
引領，人民軍隊依法治軍、從
嚴治軍按下「快進鍵」，法治
軍隊建設開創嶄新局面。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
中全會，首次把依法治軍、從
嚴治軍納入依法治國總體布
局，上升為黨和國家的意志。

2015 年 2 月 ， 經 習 主 席 批
准，中央軍委印發《關於新形
勢下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決定》，人民
軍隊法治建設開啟嶄新航程。
2016 年 1 月，習主席視察第 13 集團軍時強調，
「深入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站在歷史和時代
的制高點，宏偉擘畫黨和國家發展、強軍興軍藍
圖，從作風建設開局，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
毅力，以滴水穿石、鐵杵成針的堅韌，以百折不
撓、一往無前的闖勁，正風肅紀、反腐懲惡。
浴火重生的人民軍隊，政治生態清朗、作風形
象重塑、傳統本色回歸、軍心士氣凝聚、打贏能
力躍升，開啟了新時代波瀾壯闊的新征程。
提高依法治軍水平，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恢復了一些帶根本性的
東西，破解了一些深層次矛盾，取得了一些開創
性成果，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上了一個大台階。
──2017 年 10 月 26 日，習近平在軍隊領導幹
部會議上的講話
推進法規制度建設集成化、軍事法規法典化，
推進軍事司法制度改革，形成精準高效、全面規
範、剛性約束的軍事管理政策制度，提升軍事系
統運行效能，推動我軍高質量發展。
──2018 年 11 月 13 至 14 日，習近平在中央軍
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上指出

■ 2019 年 10 月 1 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
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這是受閱的陸上作戰方
隊。
資料圖片

征程萬里，初心如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強軍思想
的科學指引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
路，就一定能夠實現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