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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 军委机关调整
组建任务基本完成， 这是
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取
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是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
一个标志性成果， 是走中
国特色强军之路迈出的关
键一步。

国防部11日在北京举
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详解军
委机关调整组建相关问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详解军委机关调整组建相关问题

军委4总部改为
15个职能部门
4总部改为7个部（厅）、
3个委员会、
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

吴谦说， 调整组建后， 军委机关由
原来的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
总装备部等4个总部， 改为7个部 （厅）、
3个委员会、 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
门， 即： 军委办公厅、 军委联合参谋部、
军委政治工作部、 军委后勤保障部、 军
委装备发展部、 军委训练管理部、 军委
国防动员部、 军委纪委、 军委政法委、
军委科技委、 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 军
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 军委国际军事合
作办公室、 军委审计署、 军委机关事务
管理总局。

吴谦说， 总部制是历史形成的， 对
推动我军建设发展、 保证各项重大任务
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和
任务发展， 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
凸显。 我们将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 是
按照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的
总原则， 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
设置， 突出核心职能， 整合相近职能，
加强监督职能， 充实协调职能， 使军委
机关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 执行机关、
服务机关。 这样调整， 有利于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和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有
利于军委机关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
职能， 有利于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要职能有哪些
吴谦说， 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要履行全军

党的建设、 组织工作、 政治教育和军事人力资
源管理等职能。 需要强调的是， 军队党的建设
是军队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 政治工作是我
军的生命线。 这轮改革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严格实行党
委制、 政治委员制、 政治机关制等一系列制度，
按规定编设政治干部、 健全基层党组织， 构建
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使军队党的
建设和政治工作得到巩固和加强。

军委政治工作部

后勤保障体制是如何调整改革的
吴谦说， 军委后勤保障部， 主要履行全军

后勤保障规划计划、 政策研究、 标准制定、 检
查监督等职能。 调整优化保障力量配置和领导
指挥关系， 构建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适应，
统分结合、 通专两线的后勤保障体制。

军委后勤保障部

装备发展体制是如何调整改革的
吴谦说， 军委装备发展部， 主要履行全军

装备发展规划计划、 研发试验鉴定、 采购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等职能， 着力构建由军委装备部
门集中统管、 军种具体建管、 战区联合运用的
体制架构。

军委装备发展部

为什么要组建军委训练管理部
吴谦说， 军事训练与部队管理， 是部队的

经常性、 基础性工作。 调整组建军委训练管理
部， 有利于加强对全军军事训练的统一筹划和
组织领导， 有利于加强部队和院校管理， 使军
事训练与部队管理紧密融合， 更好推进实战化
训练和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军委训练管理部

组建军委国防动员部
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吴谦说， 在精简常备军的同时， 加强国防
动员建设， 是增强国防实力、 保卫国家安全的
需要。 组建军委国防动员部， 履行组织指导国
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职能， 领导管理省军
区， 有利于从战略层面加强对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建设的组织领导， 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防动
员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军委国防动员部

军委纪委

军委联合参谋部主要履行什么职能
吴谦说， 军委联合参谋部， 主要履行作战筹

划、 指挥控制和作战指挥保障， 研究拟制军事战
略和军事需求， 组织作战能力评估， 组织指导联
合训练、 战备建设和日常战备工作等职能。

军委联合参谋部

纪检工作上有哪些改革举措
吴谦说， 这轮改革组建新的军委纪委， 同时向军委

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 发挥纪检监督作用，
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 强化纪检监督的独立
性、 权威性。

为什么要组建军委政法委
吴谦说， 组建军委政法委， 可以加强军委对军队政

法工作的领导， 有利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更
好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 防范和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保持部队纯洁和巩固。

军委政法委

组建军委科技委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吴谦说， 加强国防科技建设， 是加快推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组建军委科技委， 主要是加强国
防科技战略管理， 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 协调推进科
技领域军民融合发展。

军委科技委

为什么要调整组建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
吴谦说， 调整组建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 完善全军战

略规划体制机制， 有利于强化军委战略管理功能， 加强军
队战略规划集中统管，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质量和效益。

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

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吴谦说， 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 主要是履行国防

和军队改革筹划协调职能， 指导推动重大改革实施， 负
责全军组织编制管理等工作。

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

在加强军队外事工作方面有何改革举措
吴谦说， 这轮改革， 依托原国防部外事办公室调整组

建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主要负责对外军事交流合作，
管理和协调全军外事工作等。 这体现了中国军队致力于扩
大对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真诚意愿。 我们愿
同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一道， 加强各领域对话合作。

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在加强军队审计监督上有哪些改革举措
吴谦说， 军委审计署， 主要履行军队审计监督职能， 组

织指导全军审计工作。 改革审计监督体制， 全部实行派驻审
计， 增强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 更好发挥审计监督效能。

军委审计署

为什么要组建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
吴谦说， 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统一负责军委机关

及有关直附属单位管理保障工作， 有利于加强资源的统
筹管理和使用， 减少保障机构和人员， 提高管理和保障
效益。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

制图/王珏

� � � �图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