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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2日在北京接见全军参谋
长会议代表。他强调，面对国家安全
新形势和军事斗争准备新要求，必须
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打仗的新型
司令机关， 推动军事工作创新发展，
不断增强组织指挥部队打赢信息化
局部战争能力。

上午9时许，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来到京西宾馆会见大厅，全场响起热
烈掌声。 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代表党中央、 中央军委向会议代表、
受表彰的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和参演
部队表示诚挚问候，并同大家合影留
念。

习近平指出，司令部门作为军队
的指挥中枢，在推进军事建设和军事
斗争准备中肩负着重要职责。 近年
来，全军各级司令部门认真贯彻党中
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精心筹划组
织军事建设和军事行动，有效完成了
各项重大任务，自身建设也取得显著
进步。

习近平强调， 要强化号令意识，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决
听从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
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有效贯彻
落实。要强化善谋打仗，树立战斗力
标准，培育战斗精神，不断提高训练
实战化水平，着力解决战斗力建设中
的突出问题，一门心思谋打仗、聚精

会神抓准备。认真分析国际战略格局
和国内安全形势，认真研究世界新军
事革命态势，争当学习型参谋。要强
化作风建设，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扎扎实实做好各项整

改工作，严格整肃军纪，加强教育管
理，促进部队全面建设向更高水平发
展。要强化改革创新，自觉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服从服务于改革大局，自
觉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在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身体力行、交
出合格答卷。

接见活动前，习近平等观看了全
军“学研训考评”工作和现地演练录
像片。

习近平在接见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时强调

努力建设新型司令机关
增强组织指挥打赢能力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实现
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 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 不仅需要完整的
制度程序， 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
实践。

“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
要形式 ”，“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
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
年大会上， 深刻阐明了人民政协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 为我们进一步做
好人民政协工作、 充分发扬人民
民主， 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
南。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
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
民民主， 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
家作主 。在中国 ，人民通过选举 、
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
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
见，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
重要形式。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
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 以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为保障 ，集协商 、监督 、参
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重要渠道。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
最大公约数，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65年来，人民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

民主两大主题， 充分发挥代表性
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推
动各种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团结奋斗，在我国政治生活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
践证明， 人民政协既坚持党的领
导， 又发挥了各方面积极作用；既
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又贯彻了民
主集中制； 既坚持了人民民主原
则， 又贯彻了团结和谐的要求，它
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
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是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保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做好人民政协的工
作， 必须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
阔，非一流之归也”。作为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形势下，
人民政协要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
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丰富民
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
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
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
有效的人民民主。

我们的目标越伟大， 我们的
任务越艰巨，我们的责任越重大，
就越需要汇聚起全民族智慧和力
量，就越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
增进团结。当前，改革开放正向纵
深推进， 深水区改革尤需全社会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谱写人
民政协事业新篇章， 实现人民民

主的新发展， 我们就能最大限度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人， 汇聚起共襄伟业的
强大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载9
月23日《人民日报》）

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二论贯彻习近平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了当选并获任命的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崔世安。

习近平对崔世安当选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说，过去五年，你领导特区政
府稳健施政、务实有为，妥善应对各
种困难和挑战，在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 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澳门总体形势继续向
好发展。 中央政府对你和特区政府
的工作是肯定的。

习近平希望崔世安牢记中央政
府重托和广大澳门居民信任， 依法
履职尽责， 增强前瞻意识和忧患意
识，提高特区治理水平，扎实谋划和
推进澳门可持续发展， 为“一国两
制”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打下更为坚

实的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2日上午在中南海紫
光阁会见来京接受任命的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并颁发任命
崔世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

李克强强调，中央政府将继续全
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方针和基本法，全力支
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
极推动内地与澳门的交流合作，充分
发挥澳门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独特
作用。希望崔世安领导新一届特区政
府积极进取，勇于担当，认真落实参
选政纲，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
遇，积极推动澳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进一步促进社会公正和谐，
不断开拓“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里程。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了以董建华为团长的香港
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访京团部分
成员的发言。

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是国家
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断推进“一国两
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根
本利益和香港长远利益，也符合外来
投资者利益。办好香港的事情，关键
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中央对香
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 也不会
变。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
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
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对祖国和
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希望香港社会各界齐心
协力，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 共同
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9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1日电 新疆莎
车县7月28日严重暴恐案件、7月30日喀什市
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
被害案件发生后，近日，经自治区党委研究
决定，给予两案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给予喀什地委委员、莎车县委书记何利民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给予莎车县委副
书记、县长艾海提·沙依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同时，任命在“7·28”案件中及时发现不良
苗头并第一时间报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表
现突出的艾力西湖镇原人大主席肉孜尼亚孜·
玉素音为镇党委副书记，提名为镇长候选人。

习近平会见崔世安
李克强向崔世安颁发任命令

习近平会见香港工商界
专业界访京团

为呼应
23日在纽约
举行的联合
国气候峰会，
一名男子9月
21日带着地
球模型参加
游行，呼吁关
注气候变化
问题。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电 阿富汗塔利班22日发表
声明， 拒绝承认新当选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
夫·加尼，认为让加尼组建新一届政府是由美
国人导演的一场“把戏”。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当天
通过电子邮件向媒体记者发送一份声明。声
明说：“让阿什拉夫·加尼出任总统并组建政
府的方案永远不会被阿富汗人接受。 美国人
必须明白，我们的领土属于我们，所有决策和
协议都必须由阿富汗人做出， 而不是由美国
国务卿或大使来决定。”

塔利班还警告， 塔利班会继续作战，“直
至把国家完全从（敌人）占领中解脱出来，从
而为组建真正的伊斯兰政府铺路”。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21日公布总统选
举结果，前财长阿什拉夫·加尼在选举中获胜
并当选总统。

我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2日说， 中方对
阿富汗完成选举进程表示欢迎， 希望此次选
举成为阿富汗走向团结与稳定的新起点。

新疆“7·28”“7·30”案
相关责任人受党政纪处分

塔利班拒认阿富汗新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