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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力度大、创新性强，要解放思
想，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
思想和行为障碍

■要把统一思想工作紧
紧抓在手上，加强舆论引导，
引导大家坚定自觉拥护改革、
支持改革、投身改革

■要把握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特殊复杂性，把系统集成
作为一个基本理念和原则牢
固确立起来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要
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组织领
导，压紧压实责任，形成一盘
棋，拧成一股绳

新华社北京 7月 31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7月 30日下午就推进军事政
策制度改革举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重要保障，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
对我军的一次制度性重构，关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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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强化使命担当，
强化系统集成，强化创新突破，强化军
地合力，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凝心
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把新时代强
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
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
警部队官兵、民兵和预备役人员致以
节日的祝贺！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谭亚东同志就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作了讲解，并谈了
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把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
率先开展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压茬
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有
效解决了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实现我军组织架
构历史性变革、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重在解决同新时代、
新使命、新体制不相适应的政策性问
题，这一步必须走好走实、善作善成。

习近平指出，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
革工作会议以来，军队各级周密组织、
全力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积极配合、
大力支持，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扎实有效
推进。要聚焦改革目标，抓住机遇，坚
定信心，保持定力，迎难而上。要把统
一思想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有针对性搞

好宣传教育，加强舆论引导，引导大家
坚定自觉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
革，最大限度凝聚改革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特殊复杂性，把系统集成作为一个
基本理念和原则牢固确立起来。要处
理好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的关系，各项
改革都要在军事政策制度体系框架下
加以推进，搞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
衔接，确保改革整体联动，发生“化学反
应”。要把握主次关系，区分轻重缓急，
对关系备战打仗全局、涉及体系运行关
节、有利于提升官兵获得感的改革，要
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要把握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局，把解决体制
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统一
起来，确保改革三大战役相互衔接、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

习近平指出，这次军事政策制度改
革力度大、创新性强，要解放思想，坚决
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障碍，

善于谋新策、出新招、走新路。要深入
研究论证，加强重大问题研究，把情况
查明、把症结找准、把对策定实，确保改
革改到点子上、改出高质量。要坚持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对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的新经验新创造，要及时总结提
炼，在政策制度层面固化下来。要做好
改革评估工作，加强改革举措评估、改
革风险评估、改革成效评估，确保各项
政策制度切合实际、行之久远。

习近平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是军地双方共同的任务，要增强全局
观念，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
形成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中央和国
家机关要一如既往把推进军事政策制
度改革作为分内职责，把该担的责任
担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军队
要主动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搞好沟通协
调，及时通报工作进展，精准提出任务
需求，齐心协力把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 7月 31 日电（记者 李
宣良）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31日
在京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 1名获得荣誉称号的个人颁授奖章和
证书，向 3个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
奖旗。

八一大楼仪式现场，官兵代表整齐列
队，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1时许，18名礼
兵正步入场，持枪伫立两侧，授称仪式开
始，全场齐声高唱国歌。中央军委副主席
许其亮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
予荣誉称号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主持仪式。
“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获得者、

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在妻子
陪同下走到台前，习近平为他佩挂英模
奖章、颁发证书，同他合影留念。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月 31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精神，
全省对外开放大会、中央第一指导组
对我省开展主题教育情况反馈意见、
省委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
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将全面深化改革与正在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结合起来，要求必须紧密结合主题教
育，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开创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局面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
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举行
刘伟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李铮）7月 30日，河
南省庆“八一”座谈会在郑州举行。省
委书记王国生在座谈时指出，要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契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强军思想
走深走心走实。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喻红秋主持会
议。

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的模
范代表、我省双拥工作代表、驻豫部队

代表在座谈时发言。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向驻豫人民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
贺，向转业复员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
人、烈军属和军队离退休干部表示亲
切慰问。他指出，军地各级都要结合
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强军思想走深走心走

实，扛稳党管武装的政治责任，在支持
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上主动担责担难
担险，扎扎实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充
满感情地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各
项工作，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新局面。

陈润儿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
记使命担当，充分认识到加强双拥工
作是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政治责
任，是适应国家安全新形势的客观需
要，是完成军队改革新任务的重要保

障。要聚焦目标任务，统筹谋划推进，
紧跟强军步伐，紧贴地方实际，遵循客
观规律，把握重点任务，不断提升双拥
工作成效。要健全制度机制，提供坚
强保障，坚持各方联动，健全机制，提
高水平，紧扣形势要求，发扬优良传
统，不断创新发展，认真答好全省双拥
工作的时代答卷。

陈兆明围绕发挥拥政爱民传统，
为中原更加出彩作贡献发表讲话。

穆为民、舒庆出席会议。③8

新华社北京 7月 31 日电（记者
李宣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警衔
仪式 31 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
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
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颁发命令状。

上午 11时 40分许，晋衔仪式在
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
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警衔命令。中央
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
官是：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南
部战区司令员袁誉柏、西部战区政治
委员吴社洲、北部战区政治委员范骁
骏、中部战区政治委员朱生岭、海军司
令员沈金龙、海军政治委员秦生祥、空

军司令员丁来杭、国防大学校长郑和、
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安兆庆。

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 10位军官
警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
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并同
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佩戴了上
将军衔警衔肩章的 10位军官警官向
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
敬礼，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
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
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
领导，驻京大单位副战区职以上领导
等参加晋衔仪式。

本报讯（记者 屈芳）7月 31日，省
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
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批示
及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深刻汲取义马气化厂“7·19”爆炸事故
教训，安排部署深入开展“防风险、除
隐患、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动。

省长陈润儿出席并讲话，对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全面
提升安全保障水平提出明确要求。

陈润儿指出，义马气化厂“7·19”

爆炸事故教训十分深刻。必须痛下决
心、亡羊补牢，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向往的初心坚守和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使命担当，在全省深入
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
庆”专项行动，以稳定好转的安全形势
和平安祥和的社会氛围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开展这一专项行动，从吸取惨痛
事故教训、消除安全生产隐患、落实中
央领导要求、确保一方平安责任看都
十分必要。”陈润儿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站位讲政治的高度，将其作为检验

“四个意识”强不强的客观标准，努力
经过三个月的集中行动，全面彻底排
查消除隐患，使较大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事故隐患得到彻底整改，安全保障
得到全面加强，实现“一个杜绝、三个
下降”的目标。

陈润儿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把安全责任扛稳扛
牢。要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消除
隐患，聚焦生产安全、度汛安全、消防
安全、城市安全、食药安全补短板、强
弱项。要落实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
管合力，特别要夯实“三个必须”要

求。要坚持铁腕保安，强化安全监管
执法，以铁的手腕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陈润儿特别强调，要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事故的教训在哪里、风险的隐
患在哪里、工作的差距在哪里、防范的
对策在哪里”四问四查，全面摸清风险
点、建立隐患台账制、落实整治责任
人、把好验收审检关，作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的重要
内容来抓，确保专项行动落到实处。

黄强主持会议，刘伟作工作部署，
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霍金花出
席会议。③9 驻豫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

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省红
军老战士、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
复员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之际，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

人民政府谨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92 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忠实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的神圣职责，在从艰苦卓绝的

武装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前赴后

继，不怕牺牲，从胜利走向胜利，为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

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

近年来，驻豫部队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强军思想，传承红色基因，

发扬革命精神，刻苦练兵，砥砺奋

进，努力锻造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各方面建设

取得新成就。广大官兵视驻地为故

乡，心系河南人民，以过硬的本领和

作风，出色完成抢险救灾、应急救援

和反恐防暴等急难险重任务，大力

支援地方重点工程建设、生态治理、

兴学助教，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为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大局作

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军政

军民团结的壮歌。全省红军老战

士、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复员退

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保持本

色，甘于奉献，在不同领域不同战

线上爱岗敬业，（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7月 29日下
午，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专项
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
五次集体学习和在内蒙古考察并指
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要求，按照省委部
署，对进一步扎实开展我省主题教育

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省委副书记、省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喻红秋出席会议并
讲话，省委常委、省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副组长任正晓主持会议并传达
中央第一指导组对河南省委开展主
题教育情况反馈意见。

喻红秋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下转第二版）

中央军委举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习近平向获得荣誉称号的个人颁授奖章和证书
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
使命担当、系统集成、创新突破、军地合力

凝心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和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八一”慰问信

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陈润儿要求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全面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河南省庆“八一”座谈会在郑州举行
王国生陈润儿讲话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提升政治站位 坚持效果导向
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记者 李铮）7月 31日，全省 2019
年拟退出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在驻马店
举行，省委书记王国生在会议上指出，要把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坚持
高标准，认真找差距，深入抓落实，一鼓作气打
好打赢脱贫摘帽这场硬仗。

会议由喻红秋主持。穆为民、武国定出席
会议。

座谈会上，平舆县、嵩县、汝阳县、鲁山县、范
县、台前县、卢氏县、南召县、淅川县、社旗县、桐柏
县、淮滨县、上蔡县、确山县等14个拟退出贫困县
的县委书记汇报了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武
国定通报了14个拟退出贫困县评估调研情况。

王国生指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要
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把脱贫攻坚当作检验干部能力和作风的标
杆，当作检验责任落实的镜子，当作践行初心、
牢记使命、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试金石，既
要看到成绩、坚定信心，更要深入查找思想深
处和工作推进上的差距，一鼓作气打好打赢脱
贫摘帽这场硬仗。要把责任扛得更牢，对标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要求，检视政治责任扛得
牢不牢、为民初心树得牢不牢、脱贫使命担得
牢不牢。要把标准把得更好，坚持脱真贫、真
脱贫，防止片面追求过低的综合贫困发生率、
过高的贫困村退出率，防止脱离实际、拔高标
准，防止片面追求短期效益。要把问题抠得更
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不精准的问题、落实不
到位的问题、潜在风险的问题，较真碰硬，认真
整治，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把干劲鼓
得更足，继续坚持干字当头，坚定不移拼上去，
攻城拔寨，不获全胜决不收兵。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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