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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会手记

“看来，做了很多功课！”
煦阳暖春，京西宾馆，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审议监察法草案。当武警
部队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小鸣代
表，把打印出来的 PPT文稿分发给大
家时，代表们不禁感叹。

文稿上，王小鸣代表用不同的色彩
和图形模块作了区分，有关监察法草案
的条款说明和意见建议一目了然。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
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
础性作用的法律。”王小鸣代表说，制
定监察法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
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随后的审议
中，他就一些具体条款接连提了多条
修改意见。

在第 73集团军政委杨诚代表看
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
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
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

“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杨诚
代表说，制定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是
大势所趋，也是水到渠成。

有人说，权力失去监督犹如猛虎
出笼，便会祸害横生。习主席反复强
调，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
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

“法者，治之端也。”中央军委政法
委书记宋丹代表说，与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监
察体制机制存在着明显不适应问题，
制定监察法就是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对
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
固定下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

攥指成拳，方合力而胜。宋丹代
表表示，之前，党的纪律检察机关、行
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
分别行使，交叉重复，没有形成合
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利于把
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
贯通起来，从而形成合力反腐的强大
态势。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254419人，挽
回经济损失 553亿余元……五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
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雷霆
万钧之势，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
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
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
构筑。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改革
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实现离
不开改革推动。回顾几年来的成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政委廖正良
代表感慨地说，通过制定监察法，把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
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利于巩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保障反腐败
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11日，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13
日，审议监察法草案……在廖正良代
表看来，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这一安排，及时将宪法修改所确立的
监察制度进一步具体化，是我们党依
宪治国的生动实践和鲜明写照。

春天的脚步，从不曾放缓。
“法令既行，无往不胜。”代表们

坚信，我们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正风反腐必将在大好春光里继续坚
定前行。

正风反腐 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 侯 磊

3月13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举行小组会议，代表们热议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
体会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并就监
察法草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发
表见解。这是来自基层的代表认真
听取发言。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观 澜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3月 13
日上午，这条消息刷爆了无数战友的
朋友圈。

12日，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饱含深情
地指出：“必须做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
工作。该保障的要保障好，该落实的
政策必须落实，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
泪。”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在国务院
机构精简调整的大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组建退役
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的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习主席

厚植强军根基的战略考量，体现了党和
人民对广大官兵的关心厚爱，必将进一
步汇聚起奋进新时代、共圆强军梦的磅
礴力量。不少军队人大代表称其为“大
手笔！大思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体制制
度 上 保 障 好 退 役 军 人 的 安 置 、 服
务、管理等问题，是国防建设不可
忽视的组成部分，惠及的不仅仅是
退役军人，也温暖着现役军人和军
人亲属的心。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退役军人的安置保障
问题，出台不少利好政策。尤其要看
到，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在中流击
水、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能否解决好
退役军人安置保障问题，直接关系到军

人军属的合法权益、部队的军心士气和
适龄青年的入伍热情，直接关系到改革
强军战略能否落实落细。

方案提出，新组建的退役军人事务
部，整合原来民政部的退役军人优抚安
置职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军官
转业安置职责，以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后勤保障部有关职责，体现了“一
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
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要求，破
除了过去多口管理、职责交叉、衔接不
畅等体制性障碍。

军旅生活锻造我们忠诚、坚毅、担
当、自律等素质，党和人民又为我们

“华丽转身”搭建平台。我们一定要珍
视党和人民的厚爱，坚决做到戎装在身
时为强军矢志不移，脱下军装后为富国
再立新功。

让退役军人拥有自己的“家”
■辛士红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 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发展强大，往
往取决于能否在变革创新中开辟自己前
进的道路。

“要扎实推进政策制度改革，加快构
建现代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坚决破除各
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坚定不移把改革进
行到底。”3月12日，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上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的心中久久回响。

时代考题寄寓历史重托，改革强军
标注军队未来。学讲话、谈体会，话使
命、明职责，连日来，代表委员着眼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回首过去、思谋当下、
共话未来。

新征程，更加考验改革
决心和智慧

军为国之柄，强国必强军。
一个强大的民族背后必然有一支强

大的军队。今天，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
“关键一跃”的关节点上。从历史坐标
看，富而未强易为别有用心的势力所觊
觎，将强未强定会面对各种挑战风险。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进入了新的
质变阶段，战争的制胜机理正发生前所
未有的嬗变。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飞
速变化，各国普遍进入调整组织体制、重

塑军事体系的军事改革深化期，深化改
革成为各国军队争夺未来战争主动权的
制胜密码。在海军指挥学院教授陈黎明
代表看来，突破“崛起困境”，实现强军跨
越，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打造出支撑强国
的强大军队，才能在我国由大向强跃升
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我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
事变革，在体制编制、政策制度调整等方
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两个不相适
应”“两个能力不够”的矛盾和问题仍制
约着军队的建设与发展。

“习主席指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
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重温习主席的
重要讲话，代表委员们深刻认识到，新征
程下，面临的挑战更加激烈、问题更加复
杂，更加考验决心和智慧。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谈及此，东部战区陆军副司
令员张学锋代表语气坚定地说，“只有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一往
无前的毅力、雷厉风行的作风，敢于向积
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
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冲刺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才更有爆发力，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更有持久力。”

向改革要战斗力，在
解决重难点问题上下功夫

2014年，来自原七大军区的7支劲
旅摆兵朱日和，与我军第一支专业蓝军
旅进行实兵对抗。交战的结果却是蓝军

六胜一负。
朱日和冲击波，震动全军。习主席

尖锐地指出，要说有短板弱项，能打
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大的
短板、最大的弱项，有的甚至可以说是
致命的。

“不改革，军队是打不了仗、打不
了胜仗的。”回想起那一幕，军委训练
管理部部长黎火辉代表说，“朱日和系
列演习暴露的问题，说明我们与实战化
还差得很远。习主席反复强调军队是要
打仗的。我认为，能打仗打胜仗，正是
这次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指向。”

长期不打仗的和平环境，给部队带
来了“和平积习”，对部队全面建设包
括部队战斗力建设造成了损害。第 81
集团军军长黄铭代表认为，只有牢固树
立向改革要战斗力的思想，在解决影响
部队建设发展的重难点问题上下功夫，
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
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使战斗
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使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未有穷期，强军
正在路上

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常面临许多
重要转折。

转折时刻，必须牢牢抓住机遇。代
表委员们普遍认为，40年前，我们以

“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
开放的恢宏巨幕。今天，我们仍要坚定
不移以改革的精神、靠改革的勇气、用

改革的方法，把蕴藏着必然性的机遇，
变成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发展的现实。

紧紧抓住机遇，需要“快干”。观
望等待、畏首畏尾、被动应付、行动缓
慢，是抓不住机遇的。面对新征程，容
不得彷徨、犹豫和懈怠，需要以奋进者
的姿态披荆斩棘，不断开辟新的局面。

“要有那么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
也不能耽误，一会儿也不能停留。”湖
南省军区政委冯毅代表深有感触地说。

紧紧抓住机遇，需要“实干”。当
前，各项改革的任务越来越重。武警重
庆市总队政委修长智代表认为，面对各
类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各级领导
干部既要当改革的促进派，又要当改革
的实干家，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在抓落
实上投入更大精力，更加奋发有为地把
改革进行到底。

紧紧抓住机遇，需要“会干”。“担负
起新的使命，旧有的经验不能完全指导
全新的实践。”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曲新
勇委员说，需要我们以日新精神、精进
态度，谋定后动、统筹兼顾，增强把握
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破解难题的本
领；需要各级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改革未有穷期，强军正在路上。学
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代表委员们信
心更加坚定，态度更加坚决：习主席描
绘了军队改革的新蓝图，吹响了改革强
军的新号角。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
我们这一代军人回避不了的大考，我们
一定要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向党
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惟改革创新者胜
——代表委员学习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重要讲话述评之三

■本报记者 韩国贤

1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
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听取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
级机构减少 7个，组建退役军人事务
部、应急管理部……改革涉及范围广、
调整程度深，力度空前。

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对待改革、支
持改革、投身改革？正在经历军队改革
大考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委员讨
论热烈，纷纷建言献策。

他们表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必
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制度
保障。大家坚决拥护和支持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将加强同有关方面协调
配合，共同落实好跨军地改革任务。

丰富了国家治理的
内涵和特色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取得重大进展，但面对新时代、新任务
提出的新要求，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不完全适
应。”重庆警备区政委刘伟代表认为，这
些问题，亟待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对体制和机构进行调整完善，从根
本上加以解决。

从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机制，到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
能，从完善党政机构布局，到赋予省
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纵观
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来自陆
军的崔玉玲代表认为，此次改革涉及
面宽、力度大，丰富了国家治理的内
涵和特色，必将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武警云南
总队司令员高道权代表谈到，此次“瘦
身”，必将带来职能的优化配置。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将带领我
们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作为军队
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李鸿代表感慨地
说，此次机构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国
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统筹力度，期盼国
家进一步加大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
基础研究，引导科研人员瞄准重大科学
前沿，早日实现突破。

“此次改革将进一步深化跨军地改
革，使各类机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
国防大学姜鲁鸣委员认为，这对下一步
加强军地协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是重大利好。

以党的政治优势来
引领和推进这项重大改革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

党政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是我们
党执政的重要载体。来自陆军的宝林
代表认为：“通过改革完善坚持党的领
导的体制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
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的各
领域各环节，这是确保党始终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必然要求，也是从制度
上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举措。”

当前，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的现
象还不同程度存在，党的机构设置和职
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证党的全面
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和体制
机制有待完善……细数这些问题，来自
西部战区的徐云鹏代表认为：“解决这
些问题，就要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

“这次改革不回避权力和利益调
整。”来自海军的于峰代表认为，这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
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体现了党中央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解决多年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坚强决心。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充
分发挥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领
导核心作用，以党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
推进这项重大改革。”徐洪刚委员建议，
随着改革大幕拉开，后面还有山路要
攀，还需攻坚克难。在党中央统一领导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下，各地区
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任务，党委和政府要履
行主体责任，做到敢于负责，敢于碰硬。

紧扣民生所需逐一
破解难题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要，以厚民
生为本。

来自火箭军的李贤玉委员在调研
中发现，当前一些领域的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仍然比较薄弱。她认为，我
们党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
现实所需，也是大势所趋。

“从污染防治到乡村振兴，从公共安
全到市场监管，这次机构改革的一大亮
点，就是紧扣民生所需，逐一破解难题。”
来自陆军的杨磊代表认为，这坚持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拉近了我们的党和
国家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有
利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百姓的民生获得感将大大提高，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组建，体现了从以
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
变。来自医药卫生战线的代表委员认
为，这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健康的高度
重视，顺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
需要，将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体制
和组织保障。

在讨论中，代表委员为设立退役军人
事务部鼓掌点赞。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从
根本上解决退役军人问题的大思路、大手
笔，将有力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消除现役官兵后顾之忧、凝聚军心
士气、建设强大国防具有重要作用。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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