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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增写中央军事委
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的内容，把这一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实现形式在党章
中确立下来。2018年 8月，中央军委党的建设
会议召开，对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军委先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
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意见》
《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
见》，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

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听习主席指挥、对习
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成为全军官兵的
自觉行动，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靠。

真理之光，引领强军征程；信仰之光，昭示
前行方向。

习主席着眼设计和塑造我军未来，提出改
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
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亲自决策将
这轮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深刻阐明
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要问题。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于贯彻新时代
政治建军的要求，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
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
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

一引其纲，万目皆张。重构人民军队领导
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
度，裁减现役员额 30万，形成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
为主体的军事力量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人民军队体制
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军队初心如磐，信
仰弥坚。

备战打仗，担当使命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更加坚强有力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
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
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

统帅发出的“胜战之问”，振聋发聩。一场
“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如同头脑风暴席卷全
军。

全军部队听令景从、动若风发，紧紧扭住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工作重心归
正到备战打仗上来。

2017 年 11 月 3 日，习主席一身戎装来到
军委联指中心大楼，鲜明指出“到军委联指中
心来，就是要亮明态度，从我做起，从军委做
起，强化备战打仗导向”。

实战必先实训。
2018 年新年伊始，中央军委隆重举行开

训动员大会，习主席一身戎装、冒着严寒向全
军发布训令。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
军开训动员。至 2022 年，习主席连续五年向
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
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

2016 年 1 月，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 15
个职能部门亮相。其中，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
员会的诞生引人注目，被认为宣告了中国军队

“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
强军征程上，习主席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

力的重大论断，发出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的时
代号令，明确要求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
习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实施新时代人才强

军战略，坚持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聚焦备
战打仗培养人才，加强军事人员现代化建设布
局，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推动人
才领域开放融合，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紧紧扭住战斗
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
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
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
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练兵，大力
推进科技练兵，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狠抓军事斗争准备，深化战斗精神培育，推动
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
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军威慑和实战能
力显著提升。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战略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
务。”2020年 10月 23日，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掷地有声。

和平需要维护，能战方能止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
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
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
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
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
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大国军队责任担当为
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作风优良，永葆本色
——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

势更加巩固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
可以搞垮常胜之师。”习主席谆谆告诫。

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人民军队把党的宗旨
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长期的战斗和建设实

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这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是构成
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和克敌制胜的法宝。

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
本色。

“我军要强起来，作风必须过硬，否则就容
易垮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
将作风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
不放。

针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我军面临
的严重政治风险，习主席力挽狂澜、扶危定
倾，扭住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不放
松，挽救了人民军队。

习主席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党
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
治整训，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严肃查处郭伯
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
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
生态根本好转。

“要把改进作风工作引向深入，贯彻到军
队建设和管理每个环节，真正在求实、务实、
落实上下功夫，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
强军之基……”对加强作风建设、保持人民军
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习主席念兹在兹。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
个强军之基不断强化。

2014年金秋，经习主席提议，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写入全会决
定，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中国特色军事法
治体系建设步入“快车道”。

习主席深刻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
军之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领导
人民军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
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强化
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着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军，推动我军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新时代强军征程，波澜壮阔，气吞山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新的征程上，人民军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战略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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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疫情发生以来，现场流调组
闻令而动、充分发挥“三公一大”整体作
战优势，全力以赴开展流调工作。根据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三亚市公
安局疫情防控指挥部现场流调组（以下
简称“流调组”）负责开展流行病学个案
调查，摸清个案活动轨迹，判定和追踪
密接、次密接、涉疫场所暴露人员等风
险人员。

现场流调组指挥部作为流调的“超
级大脑”，上对国家督导组、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下接33支流调队，在流调任务
严重超出负荷及人员极度紧缺的情况
下，带领 800 多名流调队员迎难而上，
连续高强度奋战了 40 多个日夜；在大
多数队员出现不同程度伤病，累计向市
人民医院申请各类药品 190 多种近

2000 盒的情况下，流调队全员仍咬紧
牙关，与病毒拼速度，和疫情抢时间，扛
过 近一个月高峰 期，累计出动 队员
226000多人次，拨打流调电话92800多
个，绘制社区管控示例图 600 多张，全
力以赴开展流调溯源工作，高质量完成
各项流调任务，得到了国家疾控局卢江
副局长的高度肯定。

在抗疫一线，“流调组”工作人员朱
海舟、郑家耿、陶卫宏、杨海文、朱明胜
坚守指挥部、连续作战，为流调工作理
清思路；派单台工作人员候玉环、邱娟
燕、林彦冬、万百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真覆行职责，24小时在线，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流调任务的接单、派
单工作，收集各项流调数据等工作；综
合组工作人员李颖作为“超脑中枢”，不

但上接各级指示、下发各项指令，协调、
对接各工作组、各部门，撰写、报送各类
汇报材料，还从纷繁复杂的各类数据中
分析统计、形成各类书面材料，为各级
领导、专家分析研判本轮疫情提供有力
数据，高效推动流调指挥体系顺畅运
行。

为了打赢这场战“疫”，许多队员
“舍小家顾大家”，奋战在“疫”线：4 队
队员白忠平（昌江支援队）接到需要抽
调人员支援三亚的任务后，留下家中待
产的妻子，“疫”无反顾地冲锋在流调一
线；6 队队长陈浩患有胃病，因长时间
工作，导致胃痛更加频繁，整个 8 月下
来瘦了近十斤，但他仍旧冲在前面；19
队队员许燕云（定安支援队）连日超负
荷工作积劳成疾，8月 26日突发急性肝

炎，紧急送往三亚市人民医院诊治，经
过 9天的治疗出院后即刻归队，他不顾
身体仍处于恢复期就全身心投入到流
调工作中去。

作为疫情防控的“冲锋队”，33 支
流调队伍 800 多名队员，有的放下家
中病重的父母、怀孕的妻子、尚在襁褓
中的孩子，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情为大
义，奔赴阳性病例生活、居住、工作过
的地方，接触阳性病例曾经同吃同住
同工作的人群，他们不惧危险，知难而
上，不论是烈日炎炎的午后，还是夜深
人静的凌晨，不论是人员结构复杂的
城中村，还是物流频繁的市场，处处可
见流调队员忙碌的身影，完成一项任
务，马不停蹄，马上要赶赴下一个现场
……

三亚市公安局疫情防控指挥部现场流调组：

与病毒赛跑，斩断疫情传播链
本报记者 吴英印

9 月 15 日 12 时起，三亚
解除全域临时静态管理，逐
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结合市民出行需求
及疫情防控的现状，9 月 16
日下午，有轨电车运营逐渐
恢复正常。同时，也利用这
次停运时间进行重要设备
设施的维护，确保即将开始
运营电车的平稳安全。图
为乘客有序扫描地点码，乘
坐有轨电车。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9 月
16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公布全省第六批“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名单，崖
州区海棠村、拱北村、北岭村、南
滨居4个村居入选。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励更多的
村（社区）居、小区积极投入到创
建工作中，不断巩固创建成果，
从8月 23日开始启动的全省“无
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活
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全 省 第 六 批“ 无 疫 村（社

区）、无疫小区”名单公布后，崖
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持续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认真查找和加固防控薄弱环
节，不断拓展巩固创建成果。其
他村（社区）居要以入选名单中
的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为榜
样，全面推进“无疫村（社 区）、
无疫小区”创建，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举措，坚决筑牢基层防疫防
线，切实守好居民群众的健康
家园。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今天
领取了 36包豇豆种子，打算种 9
亩地。”9月 17日上午，崖州区拱
北村村民林群虎收到来自市热
科院发放的南豇一号种子，看着
眼前的种子，林群虎难掩心中喜
悦。

“去年豇豆价格还不错，大概
有4元/斤，上市早的话价格会更
高一些。”和林群虎一样，今年，
拱北村村民林寿儿选择继续种
植豇豆，此次他申请60包南豇一
号种子，准备种 15 亩地。目前，
崖州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有序组织农业生产作业及农
资物资保障等工作，全区70家农
药店已全部正常营运，农资供应
充足。

长期以来，豇豆是崖州区不
少农户冬季瓜菜选择的品种，种
子是农业生产的关键，优良的种
子可以带来好收成。今年市热
科院已为三亚 15 个村小组 450
亩地发放1800包豇豆种子，保障
三亚冬季瓜菜正常生产，助力农
民增产增收。

据了解，此次提供给村民的
南豇一号种子，具有卖相好、病
虫害少、产量高等特点。除了提
供种苗，在种植期间，技术人员
还将进村下田，手把手指导农户
种植技术，确保良种结良果。让
小 豇 豆 成 为 村 民 的 致 富“ 金
豆”，市热科院除了为村民送去
良种，还送去了嫁接苗。 9 月
13 日，崖州区解除全域临时静
态管理后，坚持做好战“疫”不
误事，农耕不违时。市热科院
崖州基地向北岭村农户发放首
批优质茄子苗 2000 株，确保不
耽误冬季瓜菜种植时间，促进
农民增收。

今年三亚冬季瓜菜种植面积
稳定在17万亩（含复种），预计总
产量47万吨，出岛量约43万吨，
瓜菜良种覆盖率 95%以上。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已全力做好种苗备耕准备，科
学组织农户尽早开展冬季瓜菜
生产，力争11月初第一茬冬季瓜
菜上市出岛，春节前后，第二茬
冬季瓜菜上市出岛。

崖州4个村居入选海南第六批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名单

市热科院为村民送来“金”种子

三亚有轨电车运营
逐渐恢复正常

扎实推进“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创建

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

中国新闻

新华社北京 9月 19日电（记者 高敬）生
态环境部等 17个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
《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
要求到 2025 年年底，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保
持优良，干流水质保持Ⅱ类，饮用水安全保
障水平持续提升，重要河湖生态用水得到有
效保障，水生态质量明显提升。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
19 日介绍，2018 年，《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行动计划》印发实施。经过 3 年攻坚，长江
生态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阶段性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尽管长江环境质量改善明显，
但部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同时，
一些地方湿地萎缩，水生态系统失衡，重点
湖泊蓝藻水华居高不下，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亟须突破。总体看，长江保护修复面临的形
势依然复杂，任务依然艰巨。

行动方案提出四大攻坚任务。在持续
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要深入推进城
镇污水垃圾处理、强化船舶与港口污染防
治、加强磷污染综合治理、推进锰污染综合

治理、深入推进尾矿库污染治理等。在深
入推进水生态系统修复方面，要建立健全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机制、扎实推进水生
生物多样性恢复等。在着力提升水资源保
障程度方面 ，要严格落实用水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巩固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果等。
在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管控格局方面，要推
动全流域精细化分区管控、完善污染源管
理体系等。

水生态质量的评价较为复杂。行动方案
提出，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机制，
要科学构建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考核
指标体系，推动出台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办
法，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

这位负责人说，2021年生态环境部会同
有关部门，聚焦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失衡、
水生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突出问题，兼顾各地
特点，构建了以“水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为核
心的水生态监测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为构建
水生态考核机制奠定基础。2022年，长江流
域水生态考核试点工作已全面启动。

多部门联合印发方案
保护修复长江母亲河

战疫一线·“凡人英雄”

这是 9 月 19 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拍摄的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厅。
当日，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为“共商、共建、共享、合作

向未来”，由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贸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
新华社发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