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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八一
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
7月 30日下午就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绝对领导、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握强国强军
时代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
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
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十
分紧要的一步。要坚定决心意志，
增强紧迫意识，埋头苦干实干，确保
如期实现既定目标。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
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

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
国防大学教授肖天亮同志就坚

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奋力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讲解，
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
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
的重大结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军队牢记
初心使命，永葆性质宗旨，一路披荆
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
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坚持党
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朝着党指引
的方向奋勇前进，人民军队就能不
断发展壮大，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

坚强力量支撑。
习近平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

强才能国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作出一系列战略谋划和部
署，引领全军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
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进程中，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设巩
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习近平指出，我军建设“十四五”
规划对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
了战略部署。要强化规划权威性和
执行力，搞好科学统筹，抓好重点任
务，加快工作进度，保证工作质量，
推动战略能力加速生成。要坚持以

战领建，强化战建统筹，做好军事斗
争准备，形成战、建、备一体推进的
良好局面。

习近平强调，推进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是关系我军建设全
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加强创新突
破，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增强发展动能，确保高质量发展。
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战略性、前
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发挥科技创
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要适
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我军战略能
力发展需求，坚持不懈把国防和军
队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抓住战略管
理这个重点，推进军事管理革命，提
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

用效益。要加强战略谋划，创新思
路举措，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
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加
快壮大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是我军的责任，也是全党
全国的责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地
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观
念，贯彻改革要求，履行好国防建设
领域应尽职责。要在经济社会发展
布局中充分考虑军事布局需求，在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刚性落实国防
要求，在战备训练重大工程建设等
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在家属随军就
业、军人子女入学、退役军人安置、
优抚政策落实等方面积极排忧
解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决心意志 埋头苦干实干
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据新华社电 8月1日出版的第
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党史军史
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

文章强调，我军之所以能够战
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
远不能丢的命根子。要加强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做好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武装官兵工作，确保部队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
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努力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
队而不懈奋斗。

文章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
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
和根本优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我军都必须铸牢听党指挥这个
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
旨不动摇，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始终忠于党、
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指挥。

文章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
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
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
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
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
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
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
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
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
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
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
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
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
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
用，结合实际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
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
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
《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本报讯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
之际，省委7月30日召开常委会议
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学习《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
法》精神，研究支持部队建设、推进
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工
作。省委书记刘国中主持会议。

省长赵一德，省委副书记胡衡
华，省委常委张广智、梁桂、徐新
荣、王晓、王兴宁、庄长兴、王浩、赵
刚、方红卫、李阳，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小燕，省军区司令员赵天
翔，副省长徐大彤，省军区副司令
员林佳春、副政委谢杰，西安市市
长李明远，驻陕部队军以上单位负
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军区和驻
陕部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

军委决策部署，协力推进陕西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新成效。要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总书记
两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结合起来，
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切实把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
大者”体现到强军兴陕的具体行动
和实际成效上。

会议强调，要积极承担军队建
设“十四五”总体规划涉及我省的
重大任务和重大工程，加快构建现
代国防动员体系，搞好预备役部队
和基层人武部建设。要聚合军地
优势资源，加速技术、人才、服务、
资本、设施、信息、管理等要素高效
配置，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为抓

手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壮大航空、
航天、船舶、兵器、核工业等产业，
为抢占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和陕
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要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千方百计解决
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
托、优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
等问题，把双拥优良传统不断发扬
光大。要夯实党管武装责任，抓经
济牢记抓国防，谋发展牢记谋武
装，为省军区和驻陕部队建设提供
更好保障。希望省军区和驻陕部
队继续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积极投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十四运”安保、疫情防控、抢险救
灾等任务，为新时代追赶超越作出
新贡献。

省委常委会议军会议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更好服务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刘国中主持会议

8月如约而至，又一批事关民生的
法律法规“上新”了。一系列保障军人
权益的新规将发挥效力、“刷脸”技术滥
用的问题将被规制、电动车“上楼”现象
将受到处罚……哪一条你最关心？

进一步完善军人权益保障

8月 1日，一批与军人军属权益
相关的新规开始施行。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从工
资、住房、医疗、保险、休假探亲、教
育培训、随军落户等方面，规定军人
享有的基本待遇；完善军人抚恤优
待制度，对烈士褒扬、死亡抚恤、伤
残抚恤政策，以及军人军属和烈士、
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在
就业安置、子女教育、帮扶援助、司
法服务等方面的优待作出规定。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的
安排，8月1日起，伤残人员（残疾军人、
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三
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三红”（在
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
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等人员生活补
助，按平均10%的幅度继续提高，在乡
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
础上每人每月提高200元。

经营场所擅自采集人脸信息
属于侵权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与

之而来的纠纷也越来越多。8月1日起
施行的最高法新司法解释，对经营场所
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等问题做出规制。

根据相关规定，在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属于
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针对一些小区物业强制业主
“刷脸”的问题，司法解释明确，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
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
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
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
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消防新规禁止电瓶车“上楼”

近年来，多地发生电动车“上楼”
引发火灾的事故，令人触目惊心。8
月1日起施行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对电动车“进楼”问题
作出规定。规定明确，禁止在高层民
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
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
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消防救援机
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经营性
单位和个人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
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据新华社

刷脸技术不得滥用 电瓶车禁止上楼
8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

据新华社电 为深入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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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激发汇聚强国兴军
强大力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4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12位“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

张洪峰、高雪莲、乔莎莎、曾文
龙、刘近、胡晓舟、邱麟辉、周勇坤、高
玉华、姜延军、雷菁、杨富祥等12名官
兵，是全军部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任务、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

事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
倾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坚持为
战育人的院校教员；有实战实训磨练
精兵的特战营长、挺进深蓝保卫海疆
的潜艇艇长、苦练本领搏击蓝天的飞
行大队长、担当使命铸盾砺剑的导弹
旅长；有服务联合作战指挥的保障尖
兵、扎根奉献在国防工程一线的优秀
军士长、奋斗在青藏铁路守护线上的
武警忠诚卫士……他们牢记初心使
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在
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充分反
映了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
赤胆忠诚，展现出全军官兵听党指
挥、奋斗强军的昂扬风貌。

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