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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整合市场资源，有效盘

活商业物业资产，实现互利共赢，

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现针对所

开发的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面

向全社会对集中商业运营合作单

位进行公开招商， 具体事宜公告

如下：

（一）项目概况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贵

阳市高新区黔灵山路与同城大道

交汇处，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

由 4 栋塔楼 （由 5.5 米超高层

LOFT 及 SOHO 组成）和大约 3.8

万平方米集中商业组成， 总户数

2908 户。 项目位于贵阳市老城区

进入高新区门户位置，毗邻新建成

的同城大道，距离贵阳高铁北站约

2 公里，属商业规划区，地块周边

规划有轨道交通 S2 号线出入口，

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条件便捷，建

成后将对提升区域整体形象、拉动

区域商业发展空间起到显著作用。

项目整体预计于 2021 年初交付投

入使用，拟将 3.8 万平方米集中商

业区域面向社会公开招商，引进运

营合作单位。

（二）洽谈联系方式

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

进行投资合作的商业运营合作单

位，请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持企

业相关资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体

面谈。

招商单位：贵州启航置业有限

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联系电话：

0851-85842960

� � � � 18685332177� 漆女士

13885092244� 赵女士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

商业运营合作单位招商公告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拟对

公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

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

商参加。

一 、 采 购 项 目 编 号 ：

GMG-ZH-20201102-01

� � � � 二、采购项目名称：贵阳

日报传媒集团公务车辆维修

和保养服务项目

三、服务期限：2 年

四、供应商资格：

1、响应供应商必须是具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

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设备；

4. 响应供应商必须具备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机

动车维修三类或以上资质；

5.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

三年内，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违法违规记录； 提供近三年

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

五、 符合资格条件并有

意报名的供应商应当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办公时间内，法定节假

日除外） 到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招标办登记报名。

1.报名所需资料：参加本

项目报名的供应商应提供以

下资料，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 报名资料封面应注明响

应供应商名称、 项目名称及

采购项目编号 （应统一使用

A4� 纸装订成册） 到报名现

场核查：

（1）法人营业执照 、组

织机构代码及税务登记证

（国税、地税）副本（三证合

一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副

本）；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机动车维修三类或以上资

质；

（3） 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

（4）法人授权委托证明

书（如法定代表人报名，可不

提供本文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

（6）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如法定代表人报名，可不提供

本文件，但需提供法人身份证

原件）；

（7）无不良记录声明函

（在参加本项采购活动的前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

记录的声明）；

2.采购人在供应商报名

期间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www.

ccgp.gov.cn） 查询供应商信

用记录， 对供应商信用记录

进行甄别， 对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条件的供应商， 拒绝其参与

本采购活动（处罚期限届满

的除外）。

六、实地考察

本项目需对报名初审

通过的供应商进行实地考

察 ， 实地考察的时间以采

购人通知 的时 间为准 ， 实

地考察通过的供应商才具

有 参 与 竞 争 性 磋 商 的 资

格。

七、 竞争性磋商文件的

领取方式

1.领取要求：通过报名

审核和实地考察的供应商才

能领取竞争性磋商文件。

2.领取时间：以采购单位

通知的时间为准。

3.领取方式：现场领取。

八、报名、领取竞争性磋

商文件地点：贵阳市中山东路

25 号报业大厦 19 楼贵阳日报

传媒集团招标办 （创新经营

中心）。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女士

联系电话：851-85813911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2020 年 12 月 1 日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公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旗帜引领前进方向，思想照亮强军

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围绕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 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

原则，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

一系列重大工作， 开创了强军事业新

局面。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点上， 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今年，我们

将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任

务，并乘势而上，开启基本实现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 进而把我军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在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伟大征程

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彰显出巨大威

力。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

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

引。

全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

装官兵，培养“四有” 革命军人，锻造

“四铁” 过硬部队，听党话、跟党走的

思想根基更加牢固， 练兵备战实践更

加扎实，红色基因赓续更加深入，凝聚

起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磅礴力量。

奋斗新时代，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 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阔步前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举旗铸魂， 强固听党指挥

思想根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初冬时节，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宣讲活动深入展开， 从北国边疆到

南国海岛，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习

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

求直达官兵。

在军委机关、各战区、各军兵种、武

警部队和军队院校、科研单位。 在哨所

里、战车旁、演训场上，一场场宣讲深

入透彻、直面关切，一次次讨论畅谈体

会、凝聚共识，广大官兵自觉用全会精

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听党指挥的意志

更加坚定，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信心

更加坚定。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 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

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 永远不能丢的

命根子。 ”

“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

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

军队跟党走，强军先铸魂。 全军围

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和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

任” 主题教育、“维护核心、听从指挥”

主题教育活动、 改革强军主题教育活

动等， 引导官兵增强 “四个意识” 、坚

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打牢听党指挥、献

身强军事业的思想政治根基。

———强化思想引领， 笃定信仰信

念。

40 多年前，“大功三连” 官兵在国

防施工一线的坑道里， 点着煤油灯学

习党的创新理论；40 多年后，连队赓续

好传统， 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建连

育人，与时俱进、奋斗如新，被中央军

委授予 “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

连” 荣誉称号，成为时代楷模。

近年来， 全军各级坚持标准更高、

走在前列，落实学懂弄通做实要求，持

续深化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认真组织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习近平论强军兴军》 等理论著

作，跟进学习习主席最新重要讲话，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常学常新、深学

深悟，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不断增进信赖拥戴。

突出坚定信念、改进学风，分期分

批组织全军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政治理

论培训， 抓好团级以上单位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和领导干部理论轮

训， 以上率下立起真学真信真用的示

范。

持续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紧

贴部队建设和官兵思想实际组织理论

讲授、互动答疑、帮带指导，近 3 年来

举办理论精讲 178 场次、座谈交流 302

场次，为 34700 多名基层官兵直接作理

论辅导， 让习近平强军思想进入官兵

心田。

全军部队深入扎实推进党的创新

理论大众化，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

———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组

织“忠诚蓝鲸大舞台” ，南部战区空军

某航空兵旅推广“机翼下的微课” ，变

一人讲为大家谈， 用小课堂讲述大主

题，以小事例阐释大道理。

———第 77 集团军遴选优秀政治教

员组成云团队， 建立线上工作室共同

备课， 推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系列云

课程。

———新疆军区某团运用现代传媒

技术，打造微讲堂、微视频等“五微”

平台， 让理论武装更接地气、 更入人

心。

走深、走实、走心，党的创新理论像

磁场一样集聚起强大向心力， 广大官

兵筑牢信仰高地， 以理论上的清醒保

证政治上的坚定。

———加强军魂教育， 锻造绝对忠

诚。

2015 年，“红一连” 52 名官兵加入

中国首个维和步兵营。 远在非洲，他们

坚持自觉贯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制度，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定期

向党组织汇报思想，集体向党旗宣誓。

党指挥枪，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

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为

支部建在连上的发源地，“红一连” 官

兵认识清醒而坚定：正是有了“党指挥

枪” 这个魂，才使人民军队区别于古今

中外任何一支军队。

全军深入抓好军魂教育，扎实开展

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 准确把握

政治要求和制度规定，学好用好《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学习读本》《军委

主席负责制学习读本》，把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

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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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坚决抵制敌对势力 “颜色革

命” 暗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

政治化” 和“军队国家化” 等错误政治

观点，坚决抵制歪曲我党我军历史、抹

黑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错误言论，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

全军紧紧扭住“四个不纯”“七个

弱化” 等问题，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

徐才厚、房峰辉、张阳流毒影响，结合

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 从党性层面检

视问题，从灵魂深处铲除病根，持续深

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直达基

层、直达官兵，全军官兵始终做到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践行强军目标， 凝聚强军力

量。

“同志们好！ ”“主席好！ ”

“同志们辛苦了 ！ ”“为人民服

务！ ”

2019 年 10 月 1 日， 首都北京，长

安街。 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的三军将士威严列阵，光

荣接受习主席检阅。 习主席亲切问候，

受阅官兵响亮回答。

“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

良！ ”

全军把深入学习贯彻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

重要战略任务。 各级党委紧紧围绕强

军目标想问题、作决策、抓建设，着力

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打实备能力、改

革创新能力、科学管理能力、狠抓落实

能力，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落地生根。

广大官兵牢记强军目标， 坚定强军信

念，献身强军实践，在强军兴军征程中

建功立业。

移防部署，部队官兵“党让去哪就

去哪，打起背包就出发” ；卫国戍边，边

防战士守护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联演

联训，任务部队风餐露宿、砺兵沙场；

海上维权，一线官兵枕戈待旦、随时出

击；科研攻关，军队科技工作者自主创

新、勇攀高峰……

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 群体，“高原戍边模范

营”“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航天报国

模范地面站”“科研为战先锋” ……培

养堪当强军重任的时代新人硕果累累。

向战为战， 凝聚能打胜仗

意志力量

“战士就是战士，战斗队就是战斗

队，战斗力就是战斗力。 ”

“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

职。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

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人民军队

永远是战斗队， 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

于战斗力。 破浪航行的战舰上，习主席

登甲板、 进舱室， 一一视察各主要战

位；滴水成冰的戈壁滩上，习主席冒严

寒、迎朔风，深入了解飞行训练情况；

全军性战备演训， 习主席亲临一线指

挥， 亲自审定演习方案、 抽点参演部

队、临机导调情况……

政治工作向战而行。全军各级把强

有力的政治工作贯穿战斗力建设各环

节，融入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为能打

仗、打胜仗提供坚强保证，推动形成强

军打赢、练兵备战的热潮。

———聚焦根本职能，战斗队意识牢

固树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 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增大。 如何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

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担当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各级在积

极作为中探索答案。

忧患意识强起来。执行重大任务期

间，火箭军某部组织出征仪式，官兵纷

纷递交请战书决心书，誓言“宁可大漠

埋忠骨，决不丢失一寸土” ；北部战区

空军某航空兵旅组织创排 《甲午之

殇》情景剧，在回望历史中反思忘战怠

战的极大危害……这几年，全军着力破

除当和平兵、做和平官思想，始终做到

常备不懈。

危机意识紧起来。东部战区海军某

支队针对身处军事斗争准备一线特

点，开展“战争今夜打响” 的形势战备

教育，组织官兵研军事、研敌情、研对

策；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在新兵教

育中反复强化“眼中有对手、脑中有敌

情” 观念，引导大家从兵之初就做好随

时上战场的思想准备……

打仗意识立起来。 从日常训练到

节日战备；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到

开展钓鱼岛维权斗争； 从南海常态化

战斗巡航， 到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

练……全军上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舍我其谁的担当， 加紧推进军事斗争

准备各项工作，不畏强敌、敢于亮剑，

坚决完成军事斗争任务， 在备战中练

兵、在用兵中强兵，遂行战备任务与提

升战斗力水平齐头并进。

———瞄准实战要求，战斗力标准鲜

明确立。

16 人次在集团军以上比武竞赛中

摘金夺银，19 人次打破旅纪录……这

是近 3 年间“硬骨头六连” 交出的强军

答卷。

“硬骨头六连” 是以政治思想硬、

军事训练硬、 战斗作风硬享誉全国全

军的英雄连队， 他们矢志强军打赢的

实践，是全军立起战斗力标准、大抓练

兵备战的一个缩影。

2020 年 1 月 18 日，习主席给“硬

骨头六连” 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牢

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

本领，把“硬骨头精神” 发扬光大，把

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

2014 年以来，以“战斗力标准大讨

论” 为发端，全军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决

策部署， 深入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

扫除活动， 推动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

本的标准立起来落下去。 一次次教育

讨论， 一轮轮深查彻改， 官兵们抓备

战、谋打赢的行动更加坚定自觉。

军委机关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

究战争、研究打仗，各战区积极探索

新体制下联合作战指挥训练体制 ，

陆 军广 泛 开展 大考 核大 比 武大 拉

动， 海军远海远洋实战训练纪录一

再刷新，空军对抗突出全天候 、打临

界 ， 火箭军组织导弹基地全型号连

续发射、整旅导弹火力突击，战略支

援部队着力锻造新型作战力量的尖

刀铁拳， 联勤保障部队组织自主对

抗演习探索联战联训联保新路径 ，

武警部队持续提升应急反恐处突能

力， 军队院校和科研单位聚焦实战

搞教学育人才抓创新……广大官兵

把思想政治教育激发的政治热情转

化为练兵动力， 全面加强实战化军

事训练。

2020 年 10 月，高加索，一场多国

部队联合集群参加的实兵演习高潮迭

起。 对于中国军人的表现，俄罗斯南部

军区第 58 集团军某摩步旅坦克教练员

赞叹：“中国军人有着过硬的军事素

质。 中国军队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

部队！ ”

———砥砺血性胆气，战斗精神持续

激发。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

动写照。 ” 习主席深刻指出，一代一代

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

绝， 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

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

近年来，全军各级聚焦新时代战斗

精神特质，综合运用思想教育、战训磨

砺、环境熏陶、政策激励等手段，全面

锻造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气神。 军营

里流传最广的是战斗故事， 唱得最响

的是强军战歌。

新训课堂，“蓝盔勇士”“特战先

锋”“巾帼尖兵” 等练兵备战英模代

表，走近新兵新学员分享荣光、共话使

命，讲述战斗故事，展现血性担当，从

兵之初官之初激发苦练本领、 建功沙

场的热血豪情。

野外驻训，“王杰班” 所在旅扎

实开展“三信一书” 、联训联育等活

动，推动“两不怕” 精神培育向深处

落地，90 后、00 后官兵从实战需要出

发，从难从严摔打锤炼，练强练硬敢

于战胜一切困难、敢于压倒一切敌人

的战斗作风。

远海训练，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

支队依托舰艇网络系统， 把思想政治

教育有机嵌入实兵演训进程， 大家线

上话使命、线下练打赢，加快提升实战

能力。

血性，胜利的刀锋。 透过历史的硝

烟，过去我军以“钢少气多” 力克“钢

多气少” ，如今钢更多、气更盈、骨更

硬， 有信心、 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

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血脉传承， 永葆作风优良

政治本色

一段历史，血火铸就；一种精神，薪

火相传。

北京，复兴路 9 号，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主题展览观众

如潮。 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

片，耄耋之年的志愿军老战士、青春洋

溢的部队官兵……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穿越历史时空， 在不同时代革命军人

的胸膛中奔涌流淌。

“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永远不能

变，老红军的传统永远不能丢，艰苦奋

斗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改。 ”

“要发扬我党我军在长期实践中

培育的革命精神， 永远保持革命战争

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到部队视

察，走进军史馆、荣誉室，反复叮嘱要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全军坚持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新

时代政治建军的战略任务和基础工

程，用好红色资源，以史鉴今育人，传

承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 确保我军

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传承革命精神， 当好红色传

人。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

了的敌人！ ” 前不久，某演训任务出征

前夕，“杨根思连” 官兵在老连长雕塑

前整齐列队，齐声高呼“三个不相信”

的英雄宣言。

在这个英雄连队， 新干部到任、新

兵下连， 首先观看电影 《杨根思》、阅

读书籍《特级英雄杨根思》、参观连队

荣誉室、瞻仰杨根思雕塑；每晚点名，

官兵齐喊“三个不相信” 的英雄宣言。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扎根官兵思想深

处、贯穿连队战斗征程。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在长期实

践中， 我党我军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 全军各级大力开展革

命文化和光荣传统教育， 深入学好党

史军史这门必修课， 广泛开展 “学传

统、爱传统、讲传统” 活动，广大官兵看

红色影视、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

自觉发扬红色传统、当好红色传人。

每逢党、 国家和军队重要节庆日、

纪念日， 以及我党我军重大历史事件

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日， 全军各级组

织形式多样的主题纪念活动和仪式教

育，回顾光荣历史，重温革命传统，激

发奋进力量。

中共一大会址、 古田会议会址、红

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北京香山革命纪

念地、雷锋纪念馆……官兵走进纪念场

馆、战斗遗址，强化历史记忆，缅怀革

命先辈，接受精神洗礼。

编辑出版 《星火燎原》 精选本图

书，建好用好数字史馆、军史长廊、荣

誉墙（室），开展“红色传人·时代新

人” 主题网宣活动……使红色基因永

葆活力、彰显威力，用丰厚政治滋养塑

造新时代官兵的红色气质。

———发扬奋斗精神， 保持特色优

势。

2019 年 9 月 25 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最美奋斗者” 表彰大会隆

重召开，军队系统 39 名个人、7 个集体

光荣当选。

林俊德、张超、张楠、张国春 、李

延年、王忠心、戴明盟、蒋佳冀、杜富

国……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段

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生动诠释了爱国

奉献、艰苦奋斗的永恒价值。

近年来，全军各级广泛开展“我奋

斗、 我精彩” 岗位建功活动、“强军有

我、使命在肩” 群众性实践活动等，紧

贴部队建设、 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实

践， 把培育和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贯

穿始终，激励广大官兵知重负重、苦干

实干、攻坚克难，肩负起强军兴军的时

代重任。

雪域高原，岗巴边防营。 在平均海

拔 4810 米、 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 45%

的 “生命禁区” ， 干部骨干遇事干在

前、冲在前，带领战士们用青春和生命

传承“老西藏精神” ，谱写了缺氧不缺

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的奉献之歌。

———践行根本宗旨， 永葆本色作

风。

庚子新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闻令而

动；花开时节，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圆

满完成任务，悄然回撤……

在抗击疫情大战大考中，全军坚决

贯彻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

指示，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 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突出贡献。 实

践证明， 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

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在防汛救灾突击驰援中，全军坚决

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军委决策

部署，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向险而行，

积极践行我军宗旨， 发扬连续奋战作

风，有力组织抢险救灾，关键时刻发挥

了突击队作用。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全军牢记

宗旨本色，完成好军事任务的同时，支

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全军定点帮扶的 4100 个贫困

村， 共计 29.3 万户贫困户、92.4 万名

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 书写军民鱼

水情深的时代新篇， 不断巩固军政军

民团结。

一幕幕动人场景， 一个个鲜活事

例， 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充分彰显了人民

子弟兵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目标指引新

征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

下铸牢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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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军队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在党的旗帜下铸牢军魂

———全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综述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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