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

GUIYANG

DAILY

2022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健 /版式：吴洁

6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穿梭过去

与未来，铭记光荣与梦想。

人民军队诞生以来，在党的领

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

利走向胜利，一路走来，改革创新

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

主席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摆在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提

出一系列重大思想，作出一系列重

大决策， 部署一系列重大工作，全

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全军大

刀阔斧推进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大开大合、蹄疾步稳，变革重

塑后的人民军队体制、 结构、格

局、面貌焕然一新。

2021 年深秋， 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充分肯定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称之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

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

把握时代大势，作出改革强军

战略决策

这是一场回避不了的时代大

考，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这是一篇塑造未来的战略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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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也进入了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长期制约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习

主席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果断作

出改革强军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来自于对国家安全

的深切忧患———

2012 年冬， 在广东深圳蛇口

港，习主席乘坐军舰出航。

在南海之滨， 习主席作出论

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

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

来说，也是强军梦。

一百多年前， 列强从海上入

侵。一次次错失改革机遇的近代中

国，逐渐陷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的苦难深渊。

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习主

席深刻指出：“军事上的落后一旦

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

的。 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

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

痛彻肺腑！ ”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

安。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

个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真正

实现。

这个决策，来自于对军事革命

的深刻把握———

放眼寰宇，世界新军事革命风

起云涌，世界主要强国的军队纷纷

踏上变革转型之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习

主席激励全军：“新军事革命为我

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

抓住机遇、奋发有为，不仅要赶上

潮流、赶上时代，还要力争走在时

代前列。 ”

这个决策，来自于直面问题的

强烈担当———

新中国成立后， 我军先后进行

了 13 次比较大的改革， 部队规模、

体制编制不断调整， 在不同历史时

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受各种

因素影响， 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深层次矛盾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

坚期和深水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

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 结构性矛

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实不

容易。 ” 习主席告诫全军，“不改

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

改革的机遇，稍纵即逝；改革

的意志，坚如磐石。

2013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决定将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

行为。

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一

部分写进全会决定，这在全会历史

上是第一次。

仅 4 个月后，又一条重磅消息

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习主席决策

成立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 党的总

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也是

第一次。

这两个非同寻常的 “第一

次” ，昭示了党的核心、军队统帅、

人民领袖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坚定意志、坚强决心，极大激发

和凝聚了全军官兵拥护改革、支持

改革、投身改革的磅礴力量，成为

推动改革的根本保证。

回望十年来雄浑激荡的改革画

卷， 改革强军的历史回响深远而悠

长———改革是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

的时代要求， 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

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科学谋篇布局，绘就改革强军

宏伟蓝图

这注定是一场迎难而上的跋

涉，也注定是一次革故鼎新的起航。

对于一支大国军队来说，改什

么、怎么改，有目标、布局问题，有

立场、观点问题，也有方法、路径

问题。习主席为改革论证设计倾注

大量心血，多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多次当面听取有关

单位改革意见建议，亲自确定改革

重大工作安排，亲自领导调研论证

和方案拟制工作，亲自组织研究改

革重大问题……

改革始终奔着问题去，以问题

倒逼改革。 在改革的各个阶段，每

一个方案都指明了破解现实问题

的方法路径，每一个现实问题的解

决思路最终汇聚成一条条具体的

改革措施。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

整体性变革， 要加强顶层谋划、体

系设计。 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

习主席强调，要把握改革举措的关

联性和耦合性， 使领导指挥体制、

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各项改革相

互促进、 相得益彰， 形成总体效

应、取得总体效果。

设立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 建立由

军地 200 多名专家和领导组成的军

事政策制度改革咨询评估专家库，

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评估作用；赋

予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相关研究

论证任务，发挥其智囊作用……

汇聚全军和各方面智慧，形成

改革“最大公约数” 。 习主席到机

关、进班排，上高原、赴海岛，登战

车、乘军舰，深入调查研究。 全军

和各方面踊跃献策、 积极建言，军

外到军内、机关到部队、将军到士

兵；各方向实地调研、各层面座谈

访谈、大范围问卷调查；一份份情

况报告、一封封来信意见、一条条

网络留言……许多好思路、 好建

议、好点子进入了改革方案。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 在习

主席领导运筹下，一整套解决深层

次矛盾问题、 有重大创新突破、人

民军队特色鲜明的改革设计破茧

而出。

2015 年 7 月， 习主席先后主

持召开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军委常务

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

议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

方案。

在领导推动这轮改革的历程

中，习主席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

的重要战略思想，立起改革强军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抓住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这个牛鼻子，坚持用强军目标

审视改革、 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

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

强军队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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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把握坚持改革正确

方向这个根本，在改什么、不改什

么的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更好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好坚持

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更好坚持

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

这个聚焦点，树立向改革要战斗力

的思想，把改革主攻方向放在军事

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放在

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上，着力提

高我军实战化水平。

———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

现代化这个指向，深入推进领导指

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

面改革，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

队、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提供有力制

度支撑。

———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

总要求，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

意识、责任意识，该改的就要抓紧

改、大胆改、坚决改，同时步子一

定要稳，必须稳妥审慎，战略上勇

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步步为

营，积小胜为大胜。

———全面把握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战略举措，着眼于贯彻新

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

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

一， 形成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军

种主建的格局；着眼于深入推进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

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

监督体系；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

量， 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

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

型转变；着眼于抢占未来军事竞争

战略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

展作用， 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

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

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

生动局面。

……

从党和国家整体布局到军队

各系统相互耦合， 从总体方案、重

大领域方案到专项方案层层深入，

从领导指挥体制、军队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到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有

序推进，新时代人民军队改革的目

标图、 路线图和施工图就此绘就，

一场浴火重生、开新图强的历史性

变革蓬勃展开。

奋力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推进

改革强军战略实施

改革，要有运筹帷幄、决胜千

里的大布局、大韬略，也要有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的大气魄、大担当。

2015 年 11 月 24 日，习主席出

席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全面部

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统帅

号令所指，全军闻令景从，向心凝

聚、向战发力、向难攻坚。

率先开展军队领导指挥体制

改革———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习主席向

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

军旗并致训词。

2016 年 1 月 11 日， 习主席接

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

负责同志。

2016 年 2 月 1 日，习主席向新

成立的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

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军

旗并发布训令。

2016 年 9 月 13 日， 习主席向

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无锡、 桂林、

西宁、沈阳、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授

予军旗并致训词。

组建新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

委员会、 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向

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

检监察机构，构建起巡视巡察上下

联动的监督格局；组建新的中央军

委政法委员会，按区域设置军事法

院、 军事检察院； 组建军委审计

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

组建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

会，成立中央军委军事科学研究指

导委员会，构建起我国国防科技创

新的全新顶层架构……

首战即是硬仗， 首战奠定胜

局。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贯彻军委管

总、 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总原则，

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

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起“中央

军委－军种－部队” 的领导管理

体系、“中央军委－战区－部队”

的作战指挥体系，立起人民军队新

的“四梁八柱” 。

“四总部” 退出历史舞台，调

整组建军委机关 15 个职能部门，

指挥、建设、管理、监督等路径更

加清晰，决策、规划、执行、评估等

职能配置更加合理，军委集中统一

领导和战略谋划、战略管理职能有

效强化。

“七大军区” 完成历史使命，

重新调整划设五大战区， 健全军

委、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

起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

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

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进一步

健全。 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

委集中统一领导。预备役部队全面

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

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监

督、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极

大增强， 形成决策权、 执行权、监

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的权

力运行体系。

改革后，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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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我军最高领

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

军委。

压茬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改革———

“一支军队，如果在规模结构

和力量编成上落后于时代，落后于

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展，就可能

丧失战略和战争主动权。 ”

2016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中

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主席再

次向全军发出动员令。

改革号令如山， 全军迅即行

动。 调整优化结构、 发展新型力

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

规模……

2017 年 4 月 18 日， 习主席接

见全军新调整组建的 84 个军级单

位主官， 对各单位发布训令。 其

中，陆军 18 个集团军番号撤销，调

整组建 13 个集团军。 这既是集团

军的重塑再造，又是红色血脉的赓

续传承。

2017 年 7 月 19 日， 习主席向

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国防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授予军旗并致训

词。 军队院校由 77 所整合为 44

所，重组科研机构，优化训练机构，

构建军队院校教育、 部队训练实

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以军事科学院为

龙头、军兵种研究院为骨干、院校

和部队科研力量为辅助，军事科研

“航母编队” 犁浪前行，“天河” 奔

流、“北斗” 闪耀，一大批战略性、

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取得新突破。

将列武警部队序列、国务院部

门领导管理的现役力量全部退出

武警，武警部队担负民事属性任务

的黄金、森林、水电部队整体移交

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并改编为非现

役专业队伍，同时撤收武警部队海

关执勤兵力。

军事力量体系的整体性革命

性重塑， 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

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

势，人民军队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

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

密集型转变。

裁减军队现役员额 30 万，但

作战部队人员总数不减反增，官兵

比例明显优化， 实现 “瘦身” 与

“强体” 的有机统一。

重塑力量结构，大幅压减老旧

装备部队，增加战略力量和新型作

战力量比重，优化不同战略方向力

量配置。 空中突击、 远海防卫、战

略投送、精确打击等新型作战力量

活跃演兵场， 山东舰、 歼 -20 飞

机、 东风 -17 导弹等一批新型装

备加速列装部队。

重塑部队编成，降低合成重心，

减少领导层级， 打造具备多种能力

和广泛作战适应性的部队， 部队编

成更加充实、合成、多能、灵活。

在习主席亲自指挥下，改革多

路并进、多点突破：调整改革全军

后勤力量，调整改革军委、战区和

军兵种机关直附属单位，大幅调整

省军区系统，整编老干部服务保障

机构……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全面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

革———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

局中，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既是重要

内容，又是重要保证，走好这一步

很关键。 ” 2018 年 11 月，习主席在

出席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

会议时作出强调。

“谋划推进这项改革，首先要

解决好体系问题。 ” 习主席把握规

律、抓住关键，指引全军把系统集

成作为基本理念和原则牢固确立

起来。

这次改革彻底改变以往零敲

碎打的做法，打破过去按照司、政、

后、 装等工作领域立法的格局，系

统谋划、前瞻设计、创新发展、整体

重塑，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形成军队党的

建设制度、 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

度、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军事

管理政策制度“四大板块” 。

4 年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会议，相继审议通过《中国

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军

队政治工作条例》 等我军党的建

设主干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陆续审议通过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新修

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

益保障法》等 6 部军事法律。

成立中央军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

会。 出台 《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

例》及 11 项配套政策制度，建立

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取得实

质进展。 颁布 《军士暂行条例》、

《义务兵暂行条例》 以及配套法

规。 建立健全文职人员制度，面向

社会延揽优秀人才。

构建军人荣誉体系，举办授勋

授称仪式；优化军人待遇，发放军

人父母赡养补助、 配偶荣誉金，实

行军人配偶子女免费医疗等新的

医疗保障政策……一件件暖心事，

增强官兵职业荣誉感，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成熟一项

推进一项，23 个重大领域基本法

规相继推出，一大批配套政策制度

和重大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军队战

斗力和官兵活力进一步解放，改革

效能持续释放。

深 入 推 进 跨 军 地 重 大 改

革———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跨军地重

大改革高度重视， 多次作出部署，

推动一系列举措落地。

2018 年春节刚过， 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深化跨军地改革是其中重要

内容。

结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深化武警部队跨军地改革，推进公

安现役部队改革，组建退役军人事

务部；实施空管体制改革，成立中

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推进国防

动员体制改革，打造现代国防动员

力量体系；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

务，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目标基

本实现……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地党委政府、社

会各界纷纷出台一系列支持改革、

服务改革的政策举措，军地汇聚起

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改革未有穷期。 今天，人民军

队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披

荆斩棘、奋勇向前，推动改革强军

向纵深推进，不断夺取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新胜利。

在习主席掌舵领航下，新时代

的人民军队必将保持勇于改革、善

于创新的锐气，永不僵化、永不停

滞， 依靠改革应变局、 育新机、开

新局， 确保到 2027 年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 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

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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