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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哥伦比亚总统杜克会谈
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开拓新领域合作，欢迎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
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

习近平同获得荣誉称号的个人和单位代表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的军官警官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习近平签署命令
授予杜富国等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给 1名个人、3

个单位授予荣誉称号。

授予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
国“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杜富国，男，

1991 年 11 月出生，2010 年 12 月入伍。

2015 年 6 月参加边境扫雷行动，2018 年
10月在排雷时为保护战友英勇负伤，双目
失明、失去双手。入伍以来，该同志牢记使
命、矢志强军，主动请缨参加边境扫雷任
务，先后进出雷场 1000余次，累计排除爆
炸物 2400余枚， 处置各类险情 20余起；

努力精武强能，熟练掌握专业技能，摸索
形成一系列有效作业办法，提高了探测爆
破速度和精度；敢于冲锋在前，把雷场当
成战场， 危急关头奋不顾身， 叫响 “让我
来”，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保
持顽强意志， 即使身受重伤， 依然昂扬向
上、坚强乐观，坚持学习训练，他的英雄事
迹和崇高品格在全军和全社会引起强烈反
响。该同志先后被陆军表彰为“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标兵， 被评为“感动中国 2018

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中宣部授予
其“时代楷模”称号，荣立一等功 1次。

授予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强
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空军航空兵
某旅飞行一大队是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
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飞行大队。近年来，该
大队大力练兵备战，探索开展的组训方法
在空军推广；突出实战实训，现有飞行员
完成多项极限条件下飞行训练以及精确
制导武器打靶训练；大胆亮剑争锋，多次
圆满完成大项任务。 连续 22年实现空地
安全， 连续 22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
位，荣立一等功 1次、二等功 3次、三等功
4次，2014年被空军授予“先锋飞行大队”

荣誉称号，先后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
标兵单位”。 下转荩3版

习近平签署通令
给4名个人、1个单位记功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 4 名个人、

1 个单位记功。

给海军工程大学某研究所教授王东，

原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侯立军，军事科学院
系统工程研究院某研究所研究员何元智
记一等功；给火箭军工程大学导弹工程学
院 204教研室教授胡昌华记三等功。

给 96717部队记二等功。

中央军委举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习近平为杜富国佩挂英模奖章、颁发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单位颁授奖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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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强军先锋飞行大
队”荣誉称号的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
队、获得“航天报国模范地面站”荣誉称号
的 63798 部队地面设备站、获得“科研为战
先锋”荣誉称号的 63837 部队某室，分别颁
授奖旗。 下转荩3版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警官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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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荩3版

上海表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李强应勇会见代表

“人民满意”是最高褒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示范

带动全市广大公务员建功立业 尹弘参加

李强：把存在的差距问题查摆得更清楚，把整改落实做得更实更有针对性

坚持以干部群众意见为镜子检视初心
主持召开主题教育听取意见座谈会，当面听取部分委办区镇及居委干部代表意见建议 刊 2版荩

刊 2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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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点子上
改出高质量

李强：在部队，大家是保卫祖国脊梁；在地方，大家是各行各业栋梁

书写事业精彩 奉献伟大时代
上海市庆祝建军 92周年慰问演出暨上海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举行，应勇殷一璀尹弘出席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上
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慰问演出
暨上海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昨晚举行。 市委书
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殷一璀，市委副书记尹弘，上海警备区政委凌
希等出席并会见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上海最美退

役军人和驻沪部队英模代表。

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驻沪部队全体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全市军烈属、转业复员
退伍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上海最美退役军人”称号的同志和
驻沪部队英模代表表示热烈祝贺。 下转荩3版

浦东在全国率先“一业一证”
■以开一家便利店为例，过去企业要获得 5张许可证，包括食

品安全许可、烟草专卖许可、医药器械销售许可等。“一业一证”改
革后，企业在浦东开办便利店，只要办理一张综合行业许可证，即
能开展市场运营。 企业办证的时间因此大幅缩短， 从法定时间 95

个工作日缩减到 5个工作日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倾心倾
力为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解难题、办实事，

推动新时代双拥工作不断迈出新步伐。实
现中央赋予上海的新使命， 创造新时代上
海发展新传奇， 驻沪部队和退役军人是重
要建设者、参与者、奋斗者

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和预备役人员致节日祝贺！ 今日聚焦

刊 3版荩

主题教育中认真学党史新中国史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均刊 2版荩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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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对我军的一次制度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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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荩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