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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强军新篇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回望与思考
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队伍。
这是一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武装。
人民军队一路走来，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
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
强柱石，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
略要求，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
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
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
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今日 4 版
2021 年 8 月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1

日 星期日 农历辛丑年六月廿三

国内统一刊号 CN12-0001 1949年 1月 17日创刊

第 26396号

党指挥枪，固本强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
理论武装，立根铸魂
——确保我军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备战打仗，矢志打赢
——要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
不忘初心，造福兴利
——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作风优良，永葆本色
——我军要强起来，作风必须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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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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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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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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这里是红船起航地，是中国一百年来波澜壮阔走向
富强的生动样本；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第二个
百年新征程上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这里是浙江——
有着约 6500 万人口、作为全国唯一所有设区市居民
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分
别连续 20 年和 36 年居全国各省区第 1 位，城乡收入倍差
为 1.96，
远低于全国。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
也是一项
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生动实践。
新起点，再起航。浙江如今全省上下总动员，抓落
实、作部署、定方案、动起来，按照“每年有新突破、5 年有
大进展、15 年基本建成”的目标压茬推进，为全国推动共
同富裕探索、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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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召开第 157 次常务会议
廖国勋主持
本报讯（记者 米哲）30 日下午，市长廖国勋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57 次常务会议。
会议审议《天津市加快发展新型消费实施方
案》。会议强调，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持续用力，加快 5G 网
络、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覆盖核心商
圈、重点产业园区、重要交通枢纽等。要以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为契机，不断丰富消费业态，进一步激
发和释放消费潜力，培育各类商业新模式。市发展
改革委要发挥好牵头作用，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细化推进，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会议审议《天津市
“十四五”
时期推进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丰富旅游场
景，
多角度讲好旅游故事，
充分展现人文特色、
历史风
貌、
红色文化。要精心策划旅游项目，
打破惯性思维、
运用市场方法，打造更多“爆款产品”和“网红打卡
地”
。要深挖旅游消费潜力，提供
“食、住、行、游、购、
娱”等全方位服务，不断增强游客体验感和参与度。
要以数字化赋能旅游业，
运用5G、
大数据等技术，
加快
应用程序开发推广，
有效提升城市旅游显示度。
会议还审议了科技创新、综合交通运输、应急
管理、社会消防事业发展等领域的“十四五”规划，
海河实验室体制机制顶层设计框架文件，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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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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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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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画卷徐徐铺展
——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浙江示
范担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东南形胜，之江大地一派繁华。
夏日余晖中，
沃野里白鹭翻飞。嘉善县横港村村民马
冬梅家门口架起几口大锅，
周围坐满谈笑风生的客人。每
年单凭经营美丽乡村农家乐，
马冬梅就能拿到15万元左右
的收入：
“农村环境好、
菜也好吃，
很受城里人欢迎！
”
常住人口 45 万人的湖州市织里镇，外来人口达 35
万人，过去曾因发生群体性事件有
“织里无序”
之名，如今
因“治理有方”广为人知。
“镇上光电动车就有 14 万辆，行
驶和停放有条有理、忙而不乱。”
“平安大姐”志愿团创始
人徐维丽举例说，
如今镇里矛盾纠纷少多了，
她本人很少
需要到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忙活了。
夜幕降临，
东阳市横店影视城广州街·香港街灯光璀璨，
备
受观众喜爱的现场演出
“走进电影”
拉开序幕，
观众和演员一
同融入电影。完成演出的特技演员陈光诚脱下被汗水浸湿的戏服，
脸上露出笑容：
“
‘横漂’
16年，
从月工资600元涨到年收入20万元左右，
这样的生活累并快乐着。
”
美丽乡村、团结和谐、创新创业、勤劳打拼……
行走在浙江大地，
富足温馨的画面处处可见，
一幅城市繁荣、乡村兴旺的新
时代
“富春山居图”
分外动人。义乌小商品城、
海宁皮革城、
柯桥轻纺城等专业市
场；
花园村、
织里镇、
安吉县……处处展现着创新发展、
富民惠民的蓬勃之势。
就在一个多月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文件发布，赋予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示范探路的新使命。
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论述国家富强时就指出：
“这个富，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
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不懈努力，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消除绝
对贫困，
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
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重大
战略部署——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并对此提出重大举措。这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推动共同富裕，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
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面对各地区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该如何探
索和推进？
（下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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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阴

北风 2-3 级 降水概率 40%

日 前 ，武 警 天
津总队执勤四支队
某中队通过开展
“耐高温、练精兵”
活动，锻造一支“敢
打、敢胜”的反恐尖
刀，以实际行动迎
接“八一”建军节的
到来。
本报记者 赵建伟
通讯员 魏文奇 张鹏

奥运速览
破三项奥运纪录

吕小军为天津收获第三金
本报讯（记者 梁斌）昨天，
在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81 公斤级决
赛中，身披国家队战袍的天津名将吕小军，以抓举 170 公斤、挺举
204 公斤、总成绩 374 公斤的成绩勇夺金牌，并打破抓举、挺举、总
成绩的奥运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的第 21 金，也是天
津选手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 3 金。这名 37 岁的
“津门大力士”
不仅成为年龄最大的奥运会举重冠军，
而且连续征战三届奥运会的
他夺得 2 金 1 银，
成为获得奥运会奖牌最多的中国举重选手。
昨天的比赛，作为男子 81 公斤级的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
录的保持者，
被誉为中国男子举重队
“军神”
的吕小军凭借雄厚的实
力，
继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之后，
再度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再添两金 中国代表团持续发力
吕小军 举重 男子 81 公斤级
吕小军夺冠后庆祝

夜间 阴

新华社发

卢云秀 帆板 女子 RS:X 级

北风 2-3 级到东北风 2-3 级

降水概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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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最高 30℃

最低 24℃

最先进充电方式都能在这体验
—— 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启用侧记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种类的充电桩。”
日前，
津门湖新能源
车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综合服务中心”
）正式启用，住在
附近的葛欣冒雨前去体验。
综合服务中心院内，一排排充电桩在加载了光伏板的遮
阳棚下整齐排布。
“这里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公共充电站。”国网电力城南公
司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业主项目部综合管理专责席
燕军告诉记者，
“日充电量预计超过 1 万度，将成为天津地区
充电量最高的城市快充站。”
不仅充电桩多，
更令葛欣惊叹的是，综合服务中心不仅提
供普通的快充方式，还有很多她听都没听过的充电方式可供
选择。
“在充电技术创新上，
这里充电种类最多，包括交流、直流
传统充电模式，还建设了 IGBT 充电桩、储能充电桩、有序充
电桩、Chaoji 快充、V2G 充电桩以及智慧路灯和换电车间 9
种。同时，
提供无线充电、机器人自动充电、即插即充、自动换
电、人工充电 5 种充电方式，是国内充电方式最全的城市快充
站。”
席燕军介绍。
在一台 Chaoji 快充桩前，他拔下充电枪向记者展示：
“这
是天津第一台 Chaoji 技术充电桩，可以满足电动汽车大功率
充电需求，其理论最高功率可达 1 兆瓦，能让充电时间足足缩
短 10 倍，
一刻钟就能充满电。”
在充电区走一圈，科技感满满：
无线充电桩利用大功率无
感充电，车子停到位，不需要插充电枪就能充电；在机器人自
动充电桩前，感知车辆到达以后，新一代黎明牌国内首个乘用
车领域多工位自动充电机器人就沿着地面磁条自主移动到充
电位置，进行充电；V2G 充电桩不仅能充电，还能将电动充电
桩激活成柔性储能单元，日常充电外，还能对电网反向放电，
从电网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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