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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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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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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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日上午，关于组建退役军人
事务部的新闻甫一发出，瞬间在微信朋
友圈刷屏，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广大
军属等纷纷转发点赞。

第 82 集团军某旅连长习朝峰代表
说，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
全体会议上，当听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
部”时，他注意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不
少代表把相关段落标记了出来。

会后，在返回的车上，代表们热烈
交流，纷纷表示，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是从根本上解决退役军人问题的大思
路、大手笔，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对广大退役军人的关心
厚爱。

中部战区某营教导员王方代表说，
退役军人事务部的组建，有利于整合资
源、提升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水平。

2016年 7月 20日，血洒维和前线的
共和国军人李磊、杨树朋的遗体回国，驻
地河南省许昌市数以万计的群众主动走
上街头，迎接烈士回家。回忆起当时的
场景，第 83集团军某部教员杨磊代表感
慨地说：“军人之所以受尊崇，是因为军
人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神圣
使命！”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落实“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又一实际
举措。杨磊说：“我们应该用更高的标准
聚力练兵备战，忠诚履职尽责，切实担当
起新时代使命任务，决不辜负党和人民
厚爱。”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为组建退役军人

事务部点赞
■本报记者 周 远

上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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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交流。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左图：3月 11日下午，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

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图为会议间

隙，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全

国人大代表，就如何学习宣传贯

彻好宪法展开交流。

本报记者 徐小龙摄

两会心声

“温暖！”
形容这两天的参会心情，陆军某旅

一级军士长齐虎广代表用了这样两个字。
“昨天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团全体会议时，听到习主席关于做好
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不能让英雄流
血又流泪的话，我深受感动。今天上
午，在人民大会堂听到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中关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内
容，我深感振奋。”齐虎广对记者说。
“今天从大会堂回来，我的微信朋

友圈已经被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消
息刷屏，大家有种奔走相告的喜悦。有
退伍战友还激动地打电话对我说，班

长，我们终于有‘娘家’了。”
温暖之余思感恩。这位有 26年军

龄的高级士官接下来的一段话，令记者
意外又感动：“这些天的参会经历，特别
是昨天当面聆听习主席的讲话，让我感
到，思考问题不能只站在一人一事、一
时一地，而应更加开阔更有担当。我
很想对退伍的战友们说，退役军人事
务部的组建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的关心厚爱，我们在振奋之
余，还应更多思考我们付出了多少，而
不仅仅是得到了什么，从而真正把这份
关爱化作投身强军兴军的实际行动。”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齐虎广代表——

把关爱化作动力
■本报记者 邵 薇

“今天的大会直播后，部队的同志
打来电话说，听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的改革方案，深受鼓舞倍感荣光。”下午
的分组审议后，来自军委后勤保障部的
田忠良代表接受了记者采访。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让军人成
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体制机制创
新，必将对维护军人合法权益、加强退
役军人服务管理提供机制保障，也必
将为激励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兴军、实
现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磅礴力量。”田
忠良说。

“如何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把
好事办好办实？”田忠良谈到，“整合军
地多部门职能，组建好集中统一、职责
清晰的全新机构，还需抓紧建立工作机
制，确保机构、职责、队伍等及时调整到
位。建议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过程
中，吸收一定比例的军队相关部门业务
骨干参与机构筹建、政策配套等工作。
军人最懂军人，军队干部更了解、更熟
悉退役军人的现实困难和利益诉求，吸
纳他们参与，将有利于新部门新机制更
好为退役军人服务，把‘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田忠良代表——

把好事办好办实
■本报记者 邵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