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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黄明 梅常伟

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
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
英雄的人民军队。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
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阅兵时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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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
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新时代。
习主席站在统筹“两个大局”的
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人民军队
新时代使命任务，就加快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一系列战略
谋划和部署，推动强军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战略支撑。

新时代强军征程，波澜壮
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
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
塑，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
世界一流。

确立习近平强军
思想的指导地位，为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
动纲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
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的
深刻变化，如何建设同我国国
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
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
大军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战
略问题。 （下转第6版）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张汨汨
梅常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洋溢着
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庄严的“八一”军徽，“1927－2022”的大字
年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昭示着中国
人民解放军走过95年的光辉历程。

18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与中外
来宾欢聚一堂，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致辞。受习近平总书记
委托，魏凤和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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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在各个时期为人民军
队建设作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老战士、
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
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向
全军英模代表、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全国模
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向辛
勤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
诚挚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
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
国驻华武官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魏凤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
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95年来，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强大支
撑，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下转第2版）

发展向前的每一步，都离不

开系统的思维、统筹的方法。当前，

天津经济回稳向好，高质量发展态

势巩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鼓作气、一

体推进，不断增强高效统筹的能力和本领，

下好发展的一盘棋。

没有统筹就没有高效，没有协调就没有

合力。统筹协调，既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

法；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需要处理

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

的关系。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新动能引领作用显著，这是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正如演奏好

一部乐曲，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相互

配合，高效统筹，实际上就是要系统把握各

方面工作的内在关系，既讲两点论，也讲重

点论，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做到防疫不松劲、发展不

停步，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高效统筹，关键在于胸中有全局。经济

社会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化经济体

系、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服务保障体系

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

这种普遍联系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在

看问题、做决策、抓落实中必须坚持

系统观念，既要有战略谋划，也要有高效联动，

使得各项政策、各个部分相互配套、相互耦合，

在统筹兼顾中形成整体效能。比如，生态建设，

并非简单的“堵”落后产能，还要因地制宜发掘

绿色增长点；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突破，更

要与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全过程、全链条地赋

能产业发展；城市空间布局也要突出协同，构

建双城互动、新区带动、各区联动的区域发展

格局……在新发展理念中，“协调”是重要内

容，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

进，敏锐洞察危与机，统筹把握稳与进，我们就

能实现经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动态平衡，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高效统筹，决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

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按规律办事，努力做到精

准发力、科学施策。当前，各项政策的“工具箱”

已经打开，各个目标的“作战图”已经明确，各

级干部要敏锐抓住有利时机，在实战中锤炼高

效统筹的本领，“十个指头弹钢琴”，坚定做好

自己的事，我们定能奏出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本报讯（记者 徐丽）日前，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到滨海新
区部分企业走访调研，深入基层一
线宣讲解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

神，当面倾听意见建议，现场协调解
决企业反映的问题，共同推进我市
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贾凤山参加。 （下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刘平）按照市委
统一部署，7月 28日，市政协主席
盛茂林带队深入滨海新区部分企业
调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与企业干部职工座谈
交流，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倾听企业
意见建议，现场帮助协调解决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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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鲜血生命铸就的，永远

值得我们铭记。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的，永远
需要我们弘扬。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
激励我们向前。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
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
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文章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
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90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
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文章指出，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
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
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下转第3版）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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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高效统筹的本领
津门凭阑

段春华深入滨海新区部分企业走访调研

真情诚意服务企业 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我市召开纪念建军95周年驻津部队代表座谈会

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
强化责任担当全力落实双拥工作

李鸿忠讲话 张工主持

盛茂林深入滨海新区部分企业调研

真心真情真用力助企纾困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魏彧 周志强）7月31日下午，
我市召开纪念建军95周年驻津部队代表座谈会，
共商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大
计。市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工主持。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白忠斌出席。
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天津警备区政委李军介

绍了驻津部队建设、开展双拥工作等情况，李宝
东、庞龙、张铁斌、谭波、刘洪山、刘永梅等驻津部
队负责同志在发言中对我市各级各部门给予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围绕加强国防动员和后
备力量建设、深化军民协同科技创新、完善军地协
调联动机制、共同推进军事人才建设、实施好军人
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等提
出意见建议。

李鸿忠、张工向全市驻津官兵致以节日祝贺
和崇高敬意。李鸿忠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市上下
热情满怀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迎

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军地共庆节日、
畅叙军民鱼水深情，我们深感意义更加重大。
人民军队是党和国家的坚强柱石，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统帅人民军队实现政治生态重塑、
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推
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由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我们继续奋进新征程是党
心民心军心所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
强军思想，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政治责任担当，
支持国防大业，全力配合人民军队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以实际行动体现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李鸿忠强调，多年来，驻津部队官兵视驻地
为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为天津改革发展稳定作出重大贡献，天津人民永

远铭记于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倾心倾力
做好拥军各项工作，当好部队的大后方。要全力
服务备战打仗，加强国防动员宣传工作，大力弘
扬崇军尚武精神，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
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要落实好对军人军
属的优待优抚政策，积极排忧解难，做好“三后”
工作，拓展军人依法优先服务范围，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强化军地“一体化”理念，加
强地方发展与军队建设的需求对接、资源整合，
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满怀炽热之情，用心用
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关
爱退役军人协会作用，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

驻津部队领导裴晓昌和军师旅级、独立团级
单位负责同志，市领导刘桂平、王庭凯、王力军、
梁宝明、杨兵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市关爱退
役军人协会会长苟利军参加。

坚定信心、砥砺前行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在我市企业干部职工、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发挥重要法宝作用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在全市统一战线、各级统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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