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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6日就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不
幸逝世向突尼斯代总统纳赛尔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
人的名义，对埃塞卜西总统逝世表示深
切的哀悼，向埃塞卜西总统亲属和突尼
斯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埃塞卜西总统是突
尼斯杰出政治家。他领导突尼斯人民
努力克服国家发展遇到的各种挑战，
为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努
力。埃塞卜西总统生前致力于促进中
突关系发展，为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增
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中

方高度重视中突关系发展，愿同突方
携手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
断向前迈进。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埃塞卜
西不幸逝世向突尼斯总理沙赫德致唁
电，向突尼斯政府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埃
塞卜西总统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就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逝世

习近平向突尼斯代总统纳赛尔致唁电
李克强向突尼斯总理沙赫德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日在京会见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勉励
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我国退役军人工
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
手，代表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看到 94 岁的老英雄
张富清，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
手，同他亲切交谈并致以诚挚问候。随后，习近平等
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参加
会见并在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讲话。她说，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坚
持党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继承优良传
统，注重改革创新，着力完善政策法规，加强基层基
础和干部队伍建设，做好就业安置、优待褒扬、权益
维护、服务管理等工作，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
生活保障好，激励他们为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积
极贡献。

会议表彰了 401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91个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和 76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
个人。

丁薛祥、张又侠、陈希、郭声琨、黄坤明、肖
捷、赵克志参加会见，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参加会见并
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右图：7月2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王沪宁等在北京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新华社记者 丁 林摄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石宁宁、李伟报道：今天下午，
记者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7国防军事频道开播发布会
上获悉，CCTV- 7 国防军事频道将于 8 月 1 日正式开播。
CCTV-7国防军事频道将取代现有的 CCTV-7军事·农业频
道，成为全新的“央视七套”。

CCTV-7国防军事频道深入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报道我国国防和
军队建设成就、展示人民军队新风貌，普及国防教育、传播军事
知识的重要平台。

CCTV-7国防军事频道将设置 26档栏目，既有立足国防
军事前沿的全球军事资讯，又有深度探索国防军事热点的专题
片、纪录片，还有文艺文化类节目。其中，《国防军事早报》《正
午国防军事》《军事报道》这 3档新闻节目围绕重大主题主线宣
传，突出国防、军事两大特征；（下转第二版）

CCTV-7国防军事频道
将于8月1日正式开播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柴华、杨
明月报道：7月 26日，在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会议上，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等部门联合表彰张富清等 401名同志为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表彰北京市通州区光
荣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32122部队等 91个单
位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表彰闫
永杰、肖哲等 76名同志为全国退役军人工
作模范个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退役军人
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不忘初心、永葆本色，到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赢得了全社会的广
泛赞誉；地方各级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和军队各级组织、广大退役军人工作者，
坚持改革创新，勇于攻坚克难，推动新时
代退役军人工作取得明显发展，涌现出一

批先进典型。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今
年 5月，军地相关部门决定组织开展全国模
范退役军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及个人评选表彰，经逐级推荐、组织考
察、初审复审、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确
定受表彰对象。

这次受表彰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是
退役军人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在各自岗位

作出骄人业绩，为广大退役军人树立了标
杆。受表彰的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及个人，敢于担当、积极作为，满腔热情
服务保障、真心实意排忧解难，为退役军
人工作作出突出业绩，是各级退役军人管
理保障机构和退役军人工作者学习的榜
样。结合这次表彰，军地相关部门号召，
要大力宣扬受表彰单位及个人的先进事

迹，将其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生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军
人坚守初心使命，激励推动各级退役军人
管理保障机构及退役军人工作者见贤思
齐、比学赶超，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等部门决定

联合表彰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及个人

盛夏时节，热浪翻滚，大国长剑昂首
挺立。

荧屏闪烁，口令声声。号手们稳坐操作
台，目光如炬，动作娴熟。

鸣金收兵。卸下防毒面具，脱下防护
服，骄阳下的热血汉子露出真容。与战士们
站在一起，火箭军某导弹旅政委李保国非常
显眼，因为他个子高、脸庞黑、嗓门大。

上阵能指挥、上装能操作的李保国，在
营、团、旅三级政治工作领导岗位上干得有
声有色，成为官兵信任的基层党代表，被官
兵亲切地称为“实干政委”。

“我讲的是我信的，

我做的是我说的”

李保国所在的导弹旅是这一轮国防和

军队改革中的“新生儿”。
2017年 4月，该旅作为新组建部队走进

大国剑阵，当了 5年团政委的李保国被任命
为首任政委。

组建即成旅、成旅即按新编制运行，这
一组建模式在火箭军部队尚属首次。能否
开好头、起好步，考验着李保国和旅党委一
班人的智慧和担当。

人员来自 10多个旅团单位，思维理念
不同；部队基础设施老旧，缺人才、缺装
备，要在短时间内形成作战能力，困难挑
战比比皆是。
“建旅先铸魂，聚人先凝心。”李保国从

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中，探寻实干兴旅的出
路。第一次全旅军人大会，他就倡导干事创
业要时刻与习近平强军思想对表，让理论魅
力彰显实践伟力。
“我讲的是我信的，我做的是我说的。”

李保国认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该
旅组建以来，他与党委一班人真学、真信、真
心传播、真诚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做到人人
走上课堂做辅导、沉到基层找问题、跟训督
训到一线，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
动，立起领导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良
好形象。
（下转第二版）

左图：李保国（右）向“兵师傅”请教专业

知识。 刘明松摄

坚守初心的“实干政委”
—火箭军某导弹旅政委李保国带领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纪事（上）

■本报记者 王卫东 特约记者 杨永刚 冯金源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

人民爱我军。”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

之际，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习主席会见全

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这次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

了党和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深切关怀，对退役军人

的关心厚爱，对加强新时代

退役军人工作的高度重视，

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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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

军队是战斗力建设的主力军，

在地方是国家建设的生力

军。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

后，自觉铭记党、政府和军队

的关心关爱，积极投身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代大潮，争做对党忠诚、艰苦

奋斗、遵纪守法的模范，自觉

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

务，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

旅的出彩人生，展示了“离军

不离党、退役不褪色”的优秀

品质。

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关系

国防和军队建设，关系改革发

展稳定全局，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退役军人到地方工

作，是他们人生和事业的重大

转折，不少人有一个心理调

适、身份转变、能力转换的过

程。这就需要各级真情对待

退役军人，既讲政策，又讲关

爱；既要安置好，又要使用好，

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努力使

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

岗位上继续出色工作、活出精

彩人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贯

彻落实习主席一系列关于做

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积极营造有利于退役军

人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从组织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培

训，到大力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从改进创新军队转业干

部安置工作，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从组织退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到评选宣传“最美退役军人”；从启动

推进《退役军人保障法》，到成立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从

进一步规范悬挂光荣牌，到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补助标

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广大退役

军人的荣誉感、获得感不断提升，尊重军人、优待军人的社会

氛围正在形成。

退役军人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军队

要真心关爱退役军人，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军人以张富清、刘

传健等优秀退役军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服从大局，听从组织安

排，积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为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注重改

革创新，着力完善政策法规，做好就业安置、优待褒扬、权益

维护、服务管理等工作，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

障好，激励他们为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社会

各界要继续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努力营造尊崇和关爱

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通过各方齐心协力，奋力开创我国退

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

来。我们坚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厚爱，有人民群众的理解

支持，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有力保障，经过军队“大学

校”“大熔炉”历练的广大退役军人，一定能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潮流中，闯出新天地，铸就新辉煌，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群体。

继
续
出
色
工
作
活
出
精
彩
人
生

■
本
报
评
论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