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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6月 29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
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
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
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
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制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对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有
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确保人民
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对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
责制，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聚
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贯彻到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全过程
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
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坚持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坚决纠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自
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

会议要求，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军队
党的建设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要突出书记队伍和班子成员，抓好学习
培训，提高抓党的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要强化领导督导，确保《中国共产党军队
党的建设条例》有效执行、落地见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对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规
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

部署，有力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制
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
作条例》，是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
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
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
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
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
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章赋予的
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
矩意识。要严格代表资格条件，确保选
出合格的代表。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
优化代表结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
表比例。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
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员候选人。
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
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中国
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实施的
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加强
谋划，精心组织，全程把关。要贯彻执行
民主集中制，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
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举工作平稳有
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
培训，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要加强督
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
工作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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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
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对首
批机组投产发电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
体建设者和为工程建设作出贡献的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乌东德水电站是实施
“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希望同志

们再接再厉，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技
新高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后续工程建
设任务，努力把乌东德水电站打造成精
品工程。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
学有序推进金沙江水能资源开发，推动
金沙江流域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更好造福人民。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仪
式 29日以视频方式举行，在北京设主会

场，云南、四川等地设分会场，仪式上传
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
劝县和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交界，由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全面开工建设，总装机容量 1020万千
瓦，年均发电量 389.1亿千瓦时。水电站
全部机组计划于 2021 年 7 月前建成投
产。

习近平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
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技新高峰
努力打造精品工程更好造福人民

5月18日，习主席在第73届世界

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

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

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

中国贡献。

6月17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以视频方式举行，习主席在北京主持

会议并在主旨讲话中指出，中方将提

前于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

部，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非合作论坛

框架内“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非友

好医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

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承

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口言之，身必行之。中国抗击疫情

的举措，着眼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球抗疫的重点和难点，彰显的是对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对全球公

共卫生事业尽责的担当精神。这样的

“中国承诺”，无疑是中国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又一鲜明写照。正如瑞

士中国问题专家莫尼耶所说，这将惠及

发展中国家，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疫情发生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衰

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

险上升，有人悲观地称“既看不清过

去，也看不到未来”。

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中国直面

各种风险挑战，坚定地同国际社会站

在一起，共同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确

定性——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

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基于中国实践提出的合作倡

议，凝聚起携手抗疫的磅礴力量；

（下转第二版）

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确定性
—携手抗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③

■钧 声

6月25日，海军陆战队某旅在野外训练场组织党员向党旗宣誓，教育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矢志强军。 韩 亮摄

（一）

公元202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

从这天起，我们脚下这颗蔚蓝色的

星球，围绕太阳再公转一圈，这个拥有

9000多万名党员、在14亿人口大国长期

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

一个宣言，像春天坚信自己的生

机——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个信念，像行星坚守自己的轨

道——

“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涛飞江上，气卷万山。历史长河的

澎湃大潮，推动着我们的脚步。

风雷激荡，天翻地覆。光辉未来的

灿烂朝霞，召唤着我们的脚步。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我们身后是波澜壮阔的历史，

面前是喷薄而出的曙光。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有风平浪静，

也有波涛汹涌。

——观世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动荡和风险点显著

增多，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

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种不确定

性不稳定性急剧增加。

——察国情，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

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

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

前所未有。

——看党情，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尖锐复杂，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凝望 99，感悟 99，它是两位数中最

大的奇数，也是两位数中最大的合数，还

是两位数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数。然而，

这个政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的每一段

征程，都不仅仅是年轮叠加之旅，更是初

心守望之行、使命延伸之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无论什么样

的暗礁险滩，无论多么大的惊涛骇浪，都

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破浪前

行的决心和步伐。

百年大党，正是风华正茂。

（二）

喜马拉雅山。

5月27日11时整，中国2020珠峰高

程测量登山队 8名队员登顶“地球之

巅”。世界最高峰峰顶上，鲜艳的五星红

旗迎风招展。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正经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武汉

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

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此刻，世界依然被笼罩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阴云下。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

对全人类的一次大考。

中国为什么“能”？为什么这样大的

灾难冲不垮中国？打不倒中国？

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东方，投向谜

一般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一个坚定睿智的声音，从中国

2020年全国两会上传向世界。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

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也是中国人民面对艰难险阻的特有风骨。

“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

将毕也必巨。”2300多年前，中国哲学家

庄子曾经这样告诫世人，开始不容易，做

大之后就更难。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句

话的感受尤为深刻。

从南湖的一叶红船起航，到驾驭“中

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这当中有“春和景

明，波澜不惊”，也有“阴风怒号，浊浪排

空”，甚至有几次到了“樯倾楫摧”的危险

边缘。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曲

折，一次次在磨难中经受洗礼，一次次从

挫折中绝地奋起。

中国共产党 99年的历史，连接过

去，告诉现在，启迪未来。据统计，仅从

1921年7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就

有2100多万革命者捐躯，其中可以查到

姓名的烈士仅有370多万，且大都是朝

气蓬勃的年轻人。

滋润和灌溉胜利之花的，是泪！是

汗！也是血！

成长伴随苦难，苦难孕育辉煌。“从

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象共产党一

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

的大事。”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重要关口常常

决定于人心向背。今天，历经疫情磨砺，

中国人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风雨来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保障、最

可靠的依托，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拥护和

信赖，对中国制度更加充满信心。

“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更强

大！”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

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在那儿！”这就是磨难对我们党的真正意

义——

以刻骨铭心的方式把理想和信念植

入灵魂，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把困厄和挫

折踩在脚下，以一往无前的决心把信仰

和旗帜高高扬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三）

巍巍井冈山。

92年前的冬天，罗霄山脉。一场数

百年未遇的寒潮，袭击中国南方。在八

角楼那盏摇曳的小油灯前，毛泽东写下

了《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苍莽如海。从北麓，写到南

麓；从东麓，写到西麓……在这篇旷世雄

文中，毛泽东兴致盎然地描述着这个革

命摇篮的山川形胜。

其实，历史上并没有“井冈山”这个

名字。为它命名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圣地，这个诗意的称呼，其实是在没

有路的地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共

产党的先驱们怀揣着崇高的初心和使

命，从血泊和丛莽中闯荡出来的。

（下转第二版）

砥 柱 人 间 是 此 峰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

■解辛平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
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毫不动摇坚持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深化

政治整训，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坚持聚焦

聚力备战打仗，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人民

军队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

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要坚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定不

移正风肃纪，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勇于自

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落实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

民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措，对增强基层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

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

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要严格执行选举制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保障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规矩

意识。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