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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8月1日
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
鲜血生命铸就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
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人民军队的历
史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
们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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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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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
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起，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
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90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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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

功勋。
文章指出，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队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
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
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彰显了理想信念
的伟大力量，彰显了改革创新的伟大力
量，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彰显了
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彰显了军民团结
的伟大力量。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
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
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
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崇高理想信念是人
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
与时俱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康庄
大道；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
的比拼；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有了
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
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
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
目标，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定
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人民军队实现

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
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人民军队重整行
装再出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
了坚实步伐。推进强军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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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和发展党
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
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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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水平；必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
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必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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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坚定力量。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开展
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
全挑战，积极履行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
的责任和义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新时代国防和

军队建设成就综述
（A09版）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7月30日，在“八一”建
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沈晓明率省

“八一”拥军第一慰问团在海口慰问，并与
驻琼军警部队座谈，向各单位送上慰问
品，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
驻琼军警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

座谈会上，军地双方参会代表依次
发言。沈晓明介绍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情况。

他指出，过去一年，驻琼部队和广大官兵
继承发扬“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
命精神，忠实扛起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
任担当，并积极投身海南经济社会建设，
成为推动海南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实际
行动赢得了海南人民的真情拥戴，无愧
为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沈晓明希望军地双方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

进一步深化双拥共建，推进国防建设和
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共同守好祖国南大
门，争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范
例。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驻琼
军警部队的坚强后盾，切实为广大官兵
做好服务，解决好后顾之忧。

省领导罗增斌、巴特尔、刘平治，驻
琼军警部队领导王培杰、何清凤、张学
军、刘健忠、毛万标、曾友成、陈亚丁参加
活动。

沈晓明在海口进行“八一”拥军慰问时强调

进一步深化双拥共建
争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践范例

本报三亚7月31日电（记者李磊）
“八一”建军节前夕，按照省委统一部署，
省长冯飞于7月30日率省“八一”拥军
第二慰问团赴三亚慰问驻琼军警部队官
兵，并在座谈会上与驻琼军警部队代表
共叙鱼水情深，共谋军地发展。

冯飞来到武警某部看望慰问武警官
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忠诚坚守在祖
国南大门的广大驻琼军警部队官兵致以

节日祝福，并对大家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座谈会上，驻琼军警部队代表围绕
加强军地合作等内容作交流发言。冯
飞表示，心怀“国之大者”，守好祖国南
大门，是军地双方共同的责任，海南将
牢固树立军地发展“一盘棋”思想，完善
资源共享机制，携手驻琼军警部队推动
科技、教育、医疗等资源共建共享共用，

加快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共同为海
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
南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把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分内之事，用心用情
做好拥军优属等工作，解决好广大官兵
和家属的后顾之忧，不断增强他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省政府秘书
长符宣朝参加慰问活动。

冯飞在三亚进行“八一”拥军慰问时表示

加强军地合作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张汨
汨 梅常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
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
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洋溢
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悬
挂着庄严的“八一”军徽，“1927－2022”
的大字年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昭
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95年的光辉
历程。

18 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
厅，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致辞。受习近平
总书记委托，魏凤和首先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
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在各个时
期为人民军队建设作出贡献的离退休老
同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
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
一勋章”的同志，向全军英模代表、全国
双拥模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向辛勤工作在国防
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
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
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
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

华武官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魏凤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

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95年来，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人民军队为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
功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提供了强大支撑，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
安宁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凤和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
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加快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努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
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
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下转A02版▶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刘操）
7月31日下午，省政协七届二十七次常
委会（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主
席毛万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

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通报相关考核评比
情况；审议通过相关人事事项。省政协领
导班子成员分别围绕相关工作发言。

毛万春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进展情况“回头看”工作， 下转A02版▶

省政协七届二十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毛万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屯城7月31日电（记者刘操）
7月29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省

“八一”拥军第三慰问团，到屯昌县慰问
驻琼军警部队官兵。省政协副主席肖莺
子参加慰问并主持慰问座谈会。

在部队驻地，慰问团考察了训练场，观
摩部队课目演练，查看部队荣誉室，走访

慰问官兵，并向他们赠送慰问品。毛万春
向部队官兵及家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
慰问，对他们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在慰问座谈会上，毛万春一行观
看了部队建设发展纪实片，听取了驻
琼部队官兵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
建议。 下转A02版▶

毛万春率省“八一”拥军第三慰问团赴屯昌慰问时表示

满腔热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省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徐启方率省“八一”拥
军慰问第四慰问团，到儋州市慰问驻琼
军警部队官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

志远参加慰问。
座谈会上，慰问团代表省委、省人大、

省政府、省政协，向全体官兵及家人致以
节日祝贺和亲切慰问， 下转A02版▶

徐启方率省“八一”拥军慰问第四慰问团赴儋州慰问时表示

扎实开展双拥双建工作
为驻琼部队履行职责提供坚强保障

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 本报编辑部

重要时间节点，见证奋斗的足迹，指
引前进的方向。

党的二十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
这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
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
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眸过去，我们
无比振奋；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

过去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于海南而
言，也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十年。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3次考
察海南，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加快
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
幸福的美好新海南；2018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支持海南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
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

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把海南
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
丽名片。

下转A02版▶

踏人间正道 聚奋进力量
——写在本报“非凡十年看海南”系列报道推出之际

海垦控股集团：

改革再向前
发展续新篇
■ 本报记者 冯春山 邓钰

7 月 31 日，驱车在海南岛上穿
行，一片又一片的胶林在蓝天白云之
下，蓬勃地绿着。

蓝天与胶林见证的，是一段跌宕起
伏的奋斗史——肩负着打破西方国家
经济封锁、保障橡胶生产供应的重大使
命，1952年1月1日，华南垦殖局海南
分局成立。自此，数以万计的海南农垦
人开始了屯垦戍边、化剑为犁的征程。

70年砥砺奋进，海南农垦坚持
“以农为本”，发展为涵盖橡胶、热作、
南繁、果蔬、畜禽等多个领域，一二三
产业融合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肩负新使命再出发，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控股集团）紧扣高质量发展
主线，优化升级“八八战略”，全力推进
海南自贸港和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点
项目、重点工作落地，加强农业全产业
链建设，推动垦地融合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改革奠基发展
在胶林里种下春天

穿梭在漫无边际的胶林中，年轻
人或许不理解，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