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梅常伟

向前，向前，向前……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

破历史长空。从此，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
的武装，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 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宣告诞
生。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
奋进，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钢铁长城。

山河为碑，历史作证。在党的领导下，
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
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不朽功
勋。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上， 人民军队迈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关键阶段，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我们
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力量来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听党话、跟党走，人民军队

信仰坚定、信念如磐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首
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行军至三
湾村时，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整编：确定党的
支部建在连上。

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
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奠基于三湾———支部建在连上，红军就
有了主心骨。

定型于古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人民军队就有了灵魂。

人民军队的精神天空中， 无数明星闪
耀———

2018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
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逐梦
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

那年，病情危重的林俊德知道自己剩下
的时间不多，坚决要求搬出无法开展工作的
重症监护室。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还
多次要求下床工作，反复叮嘱资料要整理，
要保密。大家劝他休息，他说：“我要工作，不
能躺下，一躺下就起不来了。”

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宛如一条红
线贯穿党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全部历程。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上甘岭精神、“好
八连”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一笔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
的精神家园。

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
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一个个光辉的英
雄名字，激发起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的赤胆
忠心。

时移世易，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
危险”复杂严峻，人民军队何去何从？

2014年金秋， 人民军队重回古田召开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眼新的历史条件下党
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郑重提出新时代
我军政治工作的鲜明主题。

各部队聚焦10个方面问题，整顿思想，
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从思想上、
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彻底肃清郭伯雄、徐
才厚流毒影响。

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军队焕发出新的
生机活力。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灵魂之火，淬炼
着人民军队的思想纯度和政治品格———无
论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组织形
态怎么调整，都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根本制度，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
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军旗永随党旗红，人民军队汇聚起源源
不竭的奋进动力。

全军官兵始终牢记这样一个重要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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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诞生之日起，人民军队就以党的初心
为初心，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坚定把自己与
一个国家的梦想、一个民族的向往、亿万人
民的期盼紧紧融为一体。

因为坚定，所以风雨无阻。仅新世纪以
来，人民军队就先后参加和支援国家重点工
程建设数百项，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
送、青藏铁路……到处活跃着绿色的身影。

因为坚定，所以义无反顾。亚丁湾护航、
利比亚撤侨、国际维和……中国军人用坚强
的脊梁，挑起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发展
利益的重担。

因为坚定，所以时不我待。政治建军深
入推进，练兵备战紧锣密鼓，改革强军蹄疾
步稳，依法治军蔚然成风，军民融合纵深推
进，科技兴军蓬勃发展……广大官兵勠力拼
搏，以今日之汗水，浇灌明日之辉煌。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意志为意
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人民军队始终如一、
力量无穷。

力量来自红色基因的传承发扬
能打仗、打胜仗，人民军队

攻坚克难、不辱使命

2019年7月24日，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部
综合型国防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发
布。

白皮书披露，2012年以来，全军部队广
泛开展各战略方向使命课题针对性训练和
各军兵种演训，师旅规模以上联合实兵演习
80余场；各战区结合各战略方向使命任务，
组织“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系
列联合实兵演习，努力提高联合作战能力。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新时代革命军人
继承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 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备战打仗的时代答
卷。

战旗如画，一代代官兵用感天动地的牺
牲奉献作答———

陈树湘，红34师师长，湘江战役中负伤
被俘，被押解途中自己撕开腹部伤口，绞断
肠子，壮烈牺牲；

杨根思， 志愿军第20军第172团连长，
率领一个排连续打退敌人8次进攻，在敌人
第9次进攻时，抱起炸药包，拉响导火索，冲
向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

王杰，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在训
练中为掩护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
奋不顾身扑向意外爆炸的炸药包，生命定格
在了永远的23岁……

一串闪光的名字， 道不尽悲壮与豪迈。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 没有顽强的意志，
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
能保证胜利，人民军队用大无畏的气概赢得
了党的信任、人民拥护，也赢得了世界的尊
重。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近年来， 全军部队狠抓战斗精神培育，

海军某潜艇基地、火箭军某导弹旅等单位和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 张超、“献身使命的
忠诚卫士”张楠，维和烈士申亮亮、李磊、杨
树朋， 扫雷英雄杜富国等一批先进典型，用
生命践行使命， 彰显了当代军人的血性传
承。

战旗如画，一代代官兵用夜以继日的枕

戈待旦作答———
6月，一场实战背景下的集群伞降演练

拉开战幕，空降兵某旅打破传统成建制伞降
模式，大胆采取分段编组方案实施伞降；

7月，“跨越-2019·朱日和A”演习进入
实兵对抗阶段，陆军某旅首次以红蓝双重身
份接受战场检验……

近年来，自由空战、突破“水深间隔带”、
整旅导弹火力突击等术语渐为人知，“跨越”
系列、“火力”系列、“联合”系列、“机动”系列
等代号备受关注，演训场上实风劲吹，和平
积弊渐次破除，折射出新时代革命军人安不
忘危、真打实备的战斗姿态。

战旗如画，一代代官兵用永不停息的创
新脚步作答———

仲夏时节，一条新闻让广大军队科技工
作者欢欣鼓舞。6月18日， 中央军委批准印
发《关于改革期间强化军队科技创新激励的
若干措施》。至此，第三批14项政策制度全
部出台。这意味着，军队政策制度改革又迈
出坚实一步。

人民军队发展史， 就是一部改革创新
史。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说，只有不断
改革创新，人民军队才能不断获得发展进步
的生机活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近年来，人民军队大刀阔斧改革，与时
俱进创新， 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
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
量体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
新格局初步形成，部队向充实、合成、多能、
高效方向发展，政策制度日益配套完善。

改革， 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
发；创新，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
涌流。

力量来自性质宗旨的始终坚守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

军队初心不改、一往无前

江西瑞金，沙洲坝。游人如织，一口有着
80多年历史的水井清澈如初。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迁到这里。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水
问题，红军官兵挖了这口井，乡亲们亲切地
称之为“红井”。

既想着全民族的翻身解放，也牵挂着老
百姓的一口水，这就是人民子弟兵。

“人民立场是我军的根本立场，是人民
军队区别于其他国家武装力量的显著标
志。”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
说，人民军队能够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就是因为赢得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
所聚。

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 从子弟兵身上，
更多人懂得了共产党。

在湖南汝城徐解秀老人的记忆里，共产
党就是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
姓。

1934年11月，3名红军女战士在徐解秀
家寄宿，发现她家连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就
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开， 给徐解秀留下一
半。

在广东连州瑶族群众李启财的讲述中，
共产党就是尽管受冻挨饿，也会秋毫无犯的
人。

1934年底， 李启财居住的寨子来了几
个当兵的。天很冷，他们都只穿着破旧的单
衣，可没有一个人私闯老百姓的家门，更不
要说拿东西了。

后来，李启财才知道，这些人是红军，是
共产党的部队。

人民军队92年壮丽征程， 这样的故事
数不胜数。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通过子弟
兵，认识了共产党、懂得了共产党。

这个夏天，在江西，在福建，在许许多多
遭遇暴雨袭击的地方，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抗
险救灾在上演。每当灾难来临，每逢危急关
头，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人民军队，子弟
兵也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98抗洪”、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玉树
地震、舟曲泥石流、芦山地震……哪里最危
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有外
媒感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
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

抗洪一线的“最美睡姿”、 火灾现场的
“最美逆行”……子弟兵身上的英雄气、人民
情，一次次标注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人民军队积蓄起
无敌于天下的制胜伟力。

“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服务人民，才
能赢得人民；只有赢得人民，才能赢得胜利。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漫漫征途，
人民军队越战越勇、越打越强，一刻也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战争形态深
刻演变， 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关系没有变， 子弟兵为人民扛
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没有变，人民战
争的伟力来自于人民的伟大力量的真理没
有变。

今天，信息支前、科技拥军已成主流，军
民融合正向网络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航空航天等领域推进……军民鱼水情续写
新的时代篇章。

历史告诉现实———中华民族走出苦难、
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
军队；

现实启迪未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
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踏着新时代的鼓点，豪迈昂扬的旋律历
久弥新、响彻寰宇———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
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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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使命任务
推进强军事业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2周年之际
新华社评论员

八一建军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 强调进一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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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民军队
更好地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指明了方向。

军旗猎猎， 战歌嘹亮。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迎来92
岁华诞。 92年来， 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 付
出巨大牺牲，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建立
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 实践充分证明， 人民
军队是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坚强
柱石，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国家大柄， 莫重于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 大力推动人民军队重振政治纲纪、 重塑
组织形态、 重整斗争格局、 重构建设布局、 重树
作风形象，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在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
刻变化和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 人民军队必须为
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
略支撑， 为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 领土完整提供
战略支撑， 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这 “四个
战略支撑” 是党和人民赋予人民军队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也是我军全部价值所在。

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必须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官兵， 牢固
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
导地位，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
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
努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保人民军队永远
跟党走。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人民军队的
建军之本 、 强军之魂 。 要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 确保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
对可靠。 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 头脑要特别
清醒， 态度要特别鲜明， 行动要特别坚决， 不
能有任何动摇、 任何迟疑、 任何含糊。

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必须始终聚焦
备战打仗， 锻造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
胜的精兵劲旅。 要强化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
维，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
劲， 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 上得
去、 打得赢。 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打
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 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
什么问题， 全面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必须始终保持
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始终做人民信赖、 人民拥护、
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 一不怕
苦 、 二不怕死 ， 敢于冲锋陷阵 ， 敢于战胜敌
人。 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 反腐惩恶， 始终保
持人民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人民军队必将以履行
使命任务的新业绩书写强军兴军的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

� � � �中俄“海上联合-2019”军事演习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在联合反潜课目中实施火箭深弹发射。 新华社发

荨荨（紧接6版）省级财政管理和部门
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问题， 能立行立
改的已得到有效整改， 其余问题正在
整改之中；政府性债务审计、扶贫审计
等6个专项审计发现的问题，大部分已
整改到位。 至2019年6月底，相关责任
单位加大追缴力度、运用司法手段，收
缴违规资金42.72亿元；通过将闲置资
金统筹、重新整合安排，促进盘活资金
8.42亿元；通过追回违规支付资金、退
还被挤占专款，归还原资金渠道21.82
亿元；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加快资金调
度，拨付滞拨资金6.18亿元；修订出台

制度办法65项， 促进资金项目管理的
规范化和制度化。一年来，省审计厅共
移送违规招投标、 骗取财政资金等方
面的案件线索38起， 其中移送纪检监
察机关26起、移送司法机关7起、移送
主管部门5起。

五、加强财政管理的
意见

（一 ）严格财政预算管理 ，完
善全口径预算。 一是将政府性收支
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动四部预
算全面覆盖，健全全口径预算管理体

系。 二是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科学
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提高年初预
算到位率，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格
预算执行。 三是严格落实中央减税降
费政策，完善收入征管制度，确保应
减尽减、应征尽征，努力提高财政收
入质量。

（二）深化财税领域改革，提升
公共资金绩效。 一是加大专项资金
整合力度， 推动部门内部和跨部门的
深度整合，做到政策目标一致、资金投
向协调。 二是继续清理整顿预算单位
银行账户，重新审核单位特设专户，规

范银行账户的使用， 盘活沉淀的存量
资金。 三是全面实施财政预算绩效管
理，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切实推进
财政提质增效。

（三）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全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严格落实中
央和省委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系
列举措，积极稳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底线。 二
是严格对标脱贫攻坚政策要求， 推动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提高
扶贫资金使用绩效。 三是持续加强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强化规划约束

和生态空间管控， 着力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四 ）压实审计整改责任 ，构
建整改长效机制。 一是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
重要批示精神，更好地发挥审计“治已
病、防未病”的作用，推动审计整改工
作制度化、长效化。二是强化被审计单
位履行整改的主体责任， 以及主管部
门的监督指导责任， 确保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见底清零”。 三是加强对审计
整改工作的跟踪检查， 年底向省人大
常委会专题报告整改情况。

关于2018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发布9位“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在全党全军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崭新面貌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凝聚强国强军力量，中
央宣传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在今年建军节
前夕联合发布9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尹璐、尼都塔生、张磊、刘飞、李保国、翁春
芳、吴勇、肖立权、李玉峰等9名官兵，是人民军
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奋力推进新时代
强军事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带领官
兵深学真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干部、传
承红色基因爱党报国的少数民族青年军官，有
苦练精飞的蓝天骄子、潜行大洋的技术能手、务
战研战的巾帼先锋、处突维稳的忠诚卫士，还有
保障打赢的联勤尖兵、矢志创新的科研专家、扎
根高原的一线带兵人……他们聚力强军打赢、
忠实履行使命，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业绩，充
分反映了全军部队培养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显著成效。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事迹短片，从不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学强
军思想、干强军事业的感悟。中央宣传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证
书。

参加发布仪式的官兵表示，“最美新时代革
命军人”牢记初心使命、勠力强军兴军，事迹真
实感人、催人奋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此次发布的“最
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为榜样，以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积极投身新时代强国强军伟业，以
一流业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