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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
26日下午出席了在京召开的军
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国防和军
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
军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
席张又侠， 范长龙同志出席会
议并讲话。

习近平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九
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中
央军委组成人员， 这是我们
党从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政
治安排。 新一届军委班子要
牢记党和人民重托， 牢记全
军官兵期望， 全力以赴做好
军委工作。 我军高级干部是
强军事业的中坚力量， 身上
千钧重担，身后千军万马，必
须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必须
善谋打仗、能打胜仗，必须锐
意改革、勇于创新，必须科学
统筹、科学管理，必须厉行法
治、 从严治军， 必须作风过
硬、作出表率，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和奋斗姿态为党工作，
忠实履行好职责。

习近平强调， 要按照军
委部署要求， 继续做好年底
前军队各方面工作， 确保高
标准完成年度各项任务。要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 从严从紧加强军队
党的建设， 保持政治整训劲
头和力度。 要毫不松懈做好
练兵备战工作， 把各项工作
抓得很深入、很细致，坚定维
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 要加
快推进我军建设发展“十三
五”规划任务落实，确保各项
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要继续
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按计
划落实好各项改革任务。要
狠抓全面从严治军， 坚持严
字当头、一严到底，把全面从
严治军贯穿我军建设各领域
全过程。 要根据党的十九大
精神筹划好明年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工作， 深入思考我军
建设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为
明年工作开局做好准备。

■据新华社

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
党的十九大开得很成功， 对于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
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
局， 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
战略安排，强调要确保到2020
年基本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 战略能力有
大的提升，力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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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 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
政治任务就是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习近平强调， 全军要认真
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要
求， 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热潮， 努力走在前
列。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关键要实。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坚持学用一致，坚持领导带
头，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上下功夫， 务求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习近平强调， 要在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系统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等
重要文件， 深入学习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
略， 突出学习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 引导官兵强化“四个意
识”、增强“四个自信”，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要在认清使命、强化担当
上取得实效。 深刻领会党中央
的战略考量， 充分认清强军的
光明前景， 充分认清肩上沉甸
甸的担子， 只争朝夕， 紧抓快
干， 确保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要在推动工
作、见诸行动上取得实效。把党
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工
作思路、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
强化落实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
项工作，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
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 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
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我军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中
央军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大势，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扭
住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贯彻
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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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带领全
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
坚定步伐， 开创了强军事业新

局面。
习近平总结了上一届中央

军委的主要工作。 他说，5年来，
中央军委直面问题、 勇于变革、
攻坚克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军事斗争
准备， 狠抓练兵备战实战化，扎
实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坚持向
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提高依法治
军水平，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恢
复了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破解
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取得了一些
开创性成果，推动国防和军队建
设上了一个大台阶。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力争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狠抓全面从严治军，
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
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要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
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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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应约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普京对中共十九大胜利闭
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 普京表
示， 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
分重要。 大会成果充分体现了
广大中国人民对您领导的中国
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 您在中
国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
望。 我衷心祝愿习主席带领中
共这一世界最大政党持续取得
新的成就。 俄中关系是当代世
界大国和睦共处的典范。 我愿
同习主席保持紧密联系， 推进
两国各领域合作， 并就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

习近平感谢普京来电祝贺。
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
九大制定了中国党和国家未来发
展的总体方针和行动纲领， 反映
着全党8900万党员的高度共识，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们有信
心、 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迈进。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
任和使命。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中方深化中俄关系的决心不会
改变。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把
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好，取得更多实
实在在的成果，造福中俄两国人民
和各国人民。 ■据新华社

习近平应约同普京通电话

10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京召开的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新华社 图

10月26日，受中共中央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
部部长孙春兰向各民主党派中
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通报中共十九大精神。

孙春兰指出， 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中共十九大，是一次举旗定向、
引领复兴，开辟时代、开启征程，凝
聚意志、催人奋进，继往开来、薪火
相传的大会， 在党和国家发展进
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 习近平同志继
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
委主席， 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国人
民的共同心愿。

孙春兰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
线成员围绕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 探索创新服务大局
的工作思路和重点， 围绕推动

创新创业、发展实体经济、助力脱
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献计出力，
不断彰显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
法宝作用。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在换届中， 把学习贯
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政治交接的时代内涵， 夯实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好、 完善
好、 发展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一致
认为， 中共十九大顺应时代大势，
引领未来发展，向世界宣示了中国
的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
程。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报告举旗
帜、指方向、明方略、绘蓝图，特别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开
创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展现出科
学思想的伟力。 ■据新华社

孙春兰受中共中央委托
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共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