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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经济稳定向好，基础地位更加
稳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出台一系列支

农惠农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增

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

业基础作用发挥更加充分。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农业经济稳中有进

202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7013亿元，比2012年增

加 60671亿元，2013—2021年年均增长 4.2%。分产业看，

农林牧渔各业均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农业产值增加最多，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长速度最快。2021年，农业

产值 78340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33494 亿元，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4.5%；林业产值 6508亿元，增加 3101亿元，年

均增长 6.1%；牧业产值 39911亿元，增加 13420亿元，年均

增长2.7%；渔业产值14507亿元，增加6103亿元，年均增长

3.4%；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7748亿元，增加

4554亿元，年均增长7.8%。

（二）农林牧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在农林牧渔业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方

式变革，农林牧渔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林业、渔业等经

济活动不断增加，尤其是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大幅

增加，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21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的53.3%，比2012年增加1.4个百分点；林业产

值占 4.4%，增加 0.5个百分点；牧业产值占 27.1%，下降 3.6
个百分点；渔业产值占 9.9%，增加 0.2个百分点；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占5.3%，增加1.6个百分点。

（三）农业及相关产业稳定发展，基础作用充分发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不仅提供人们日常生

活所必需的丰富多样的农产品，还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众多的原材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发

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一二产业加速融合，以农家

乐、田园综合体等为代表的一三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农业及相关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持

续保持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2倍以上，带动农业经济规

模持续扩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农业基础

性作用发挥更加充分。2021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

营业收入达 54108亿元，比 2012年增加 1962亿元，2013—
2021年年均增长 0.4%。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达 166900亿元，比 2018年增加 20980亿元，年均增长

6.9%；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16.5%，比 2018年
提高0.6个百分点。

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提高，中国饭碗
端得更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加大对粮

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实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我国粮食稳产高产，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人均粮

食产量持续稳定在 450公斤以上，粮食库存充足，中国饭

碗不仅端得更稳，成色也更足。

（一）政策措施保障有力，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

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站上1.2万亿斤台阶，在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粮食生产在前期高位的基础上继续

增长。自2015年起，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七年超过1.3万亿

斤，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 13657亿斤，为历史最高水

平，比 2012 年增加 1412 亿斤，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1.2%。其中，谷物产量12655亿斤，增加1323亿斤，年均增

长1.2%；豆类产量393亿斤，增加57亿斤，年均增长1.8%；

薯类产量 609亿斤，增加 32亿斤，年均增长 0.6%。分品种

看，主要粮食品种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稻谷

4257亿斤，比 2012年增加 126亿斤，2013—2021年年均增

长 0.3%；小麦 2739亿斤，增加 289亿斤，年均增长 1.2%；玉

米 5451亿斤，增加 860亿斤，年均增长 1.9%；大豆 328亿
斤，增加59亿斤，年均增长2.2%。

（二）人均占有量稳定提升，中国人的饭碗成色更足

人均粮食占有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粮食供给状况的

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0公斤

以上就代表该国或地区粮食安全。随着我国粮食产量持

续攀升新台阶，人均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自2012年起，人均

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450公斤以上，2021年人均粮食产量

达到了483.5公斤，比2012年增加31.4公斤，2013—2021年
年均增长0.7%。即使不考虑进口和充裕的库存，仅人均粮

食产量就已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粮食安全线，中国饭碗

不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饭碗里主要装的是中国粮。

（三）粮食库存充足，大国粮仓基础更牢

充足的粮食库存是确保粮价等重要物资价格平稳运

行的关键，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坚强保障，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为 17%的库存消费比是粮食安全的警戒线。党的十八

大以来，随着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我国粮食库存不断

增加，尤其是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作物库存持续处于高位。

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 50%，稻谷和小麦

库存量超过一年的消费量，库存消费比远超过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粮食安全警戒线。充裕的粮食库存有力保障了国

家粮食安全，为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确保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主要农产品供给更加充裕，居民餐
桌更加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更好。为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

的食物消费需求，国家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还注重发

展其他农业生产，蔬菜瓜果等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稳定增

长，肉禽蛋奶和渔业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居民餐桌更加丰

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一）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稳定增长，市场供给充裕

蔬菜瓜果等是城乡居民获取维生素的主要来源，是居

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以来，城乡

居民蔬菜和瓜果消费量不断增加，在消费增加的刺激带动

下，全国蔬菜和瓜果产量不断增加。2021年，全国蔬菜及

食用菌产量达 77549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15924 万吨，

2013—2021年年均增长 2.6%；水果产量 29970万吨，增加

7879万吨，年均增长 3.4%；油料产量 3613万吨，增加 328
万吨，年均增长 1.1%。主要经济作物产量的稳定增长，使

得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和“油瓶子”更加充实，极大丰

富了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

（二）畜牧生产能力不断增强，肉蛋奶产量稳步增加

动物性食品是城乡居民获取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

源，其消费量一般随居民收入提高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2012年以来，在旺盛的消费需求带动下，我国肉禽蛋奶产

量不断增加，结构持续优化，有效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消

费需求。2021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8990万吨，比2012年
增加519万吨，2013—2021年年均增长0.7%。畜牧生产结

构持续调整，猪肉占比下降，牛羊禽等其他肉类产量占比

持续提高。2021年，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下降到

58.9%，比2012年减少5.4个百分点；牛羊禽等其他肉类产

量占比提高到 41.1%。禽蛋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

2021年禽蛋产量达3409万吨，比2012年增加523万吨，年

均增长 1.9%。奶类生产持续增加，2021 年奶类产量达

3778万吨，比2012年增加471万吨，年均增长1.5%。

（三）渔业生产态势良好，生产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水产品是重要的动物性蛋白来源，是城乡居民生活品

质的重要体现，在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维护全民营养健康

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2年以来，我国渔业生产整

体发展稳健，水产品产量持续增加。2021年水产品产量达

到 6690万吨，比 2012年增加 1188万吨，2013—2021年年

均增长2.2%。在水产品总量保持增加的同时，国家统筹渔

业资源合理利用和渔业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生态优先、

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促进渔业发展加快转型

升级，水产品捕捞量逐渐减少，养殖规模不断扩大。2021
年，养殖类水产品产量 5394万吨，比 2012年增加 1411万

吨，年均增长 3.4%；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增加

到 80.6%，比 2012年提高 8.2个百分点。捕捞水产品产量

1296万吨，减少223万吨，年均下降1.7%；占水产品产量的

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9.4%，比2012年下降8.2个百分点。

四、农业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稳产高产
基础更加坚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耕地灌溉面积持续

增加；加大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稳步增加；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

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

业稳产高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一）耕地灌溉面积持续增加，农业稳产底气更足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是农业得以正常进行的基

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兴修农田水利，2021年国家

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达22146亿元，比2012年增加

10172亿元，2013—2021年年均增长 7.1%。在国家财政的

大力投入下，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2021年末我国耕地

灌溉面积10.44亿亩，比2012年增加10702万亩，年均增长

1.2%。耕地灌溉面积持续增加，为稳定农业生产打下了良

好基础。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农业高产更有保障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尤其是旱涝保收的高标准

农田对实现农业稳产高产具有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家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财政投入，通过土

地整治建设，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

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1年全国新

建成 1亿多亩高标准农田，累计已完成 9亿多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三）农业机械装备普遍应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翅膀，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至

关重要。2012年以来，耕整机、联合收割机、自动饲喂机、

制氧机等大中小型农业机械广泛应用，农业机械总动力逐

年增加。据统计，2021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8亿
千瓦，比 2012年增加 0.5亿千瓦，2013—2021年年均增长

0.6%。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带动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率

快速提升。据有关部门统计，202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71%，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7%、90%和84%；畜牧养殖

和水产养殖机械化率分别达到36%和32%，我国农业生产

已进入机械化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

五、农业经营方式进一步转变，现代农
业活力更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大力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

穷；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大量应用，科

技对农业的支持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古老农业在现代科技

的助力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业社会化服

务领域不断拓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分工更加

精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数量快速增加。2021年末，全国有实际经营活动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 100万家，家庭农场近 89万个。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社会化服务

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代耕托管到喷洒农药，从育秧育种

到机收机播，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不断丰富，有力稳定了

农业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应用新技术、推广新品

种、开拓新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成为引领现代

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二）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现代农业增添新动能

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

不断加深，设施农业、无土栽培、观光农业、精准农业等新

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发展。2021年末，全国温室、大棚、中

小棚等农业设施数量达 2800多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3800多万亩。设施农业、无土栽培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

突破了资源自然条件限制，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拓

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的新鲜

瓜果蔬菜。与此同时，订单农业、农村电商、视频直播、冷

链物流等农业新业态方兴未艾。2021年，超过 100万农

户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50万多农户开展了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创收、农村发展创

新等提供了澎湃动力。

（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

断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进入了信息化和

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生物工程、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在

农作物育种中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深度

融合，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正成为农业生产向现代化转型

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科技在农业生产中推动作用日益增

强。据有关部门资料，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突破 60%，比 2012年提高了 7.0个百分点，我国农业科

技整体水平已从世界第二方阵跨入第一方阵，主要农作

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科技兴农、科技助农成为现代农

业主旋律。

六、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面貌和人
居环境显著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重点推进水电路讯等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乡村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转变，农村面貌和人

居环境持续向好。

（一）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产生活更加便捷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更

加方便快捷，农村基本实现全面通电、通公路和通电话，村

内道路质量不断升级。2021年末，87.3%的村通公共交通；

99.1%的村进村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97.4%的村村

内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农村信息化建设持续推

进，2021年末，99.0%的村通宽带互联网，94.2%的村安装了

有线电视。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力推动了农业生

产发展，2021年末，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超过 33万
个，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的村落近 5万个，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二）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工作，积极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

境显著改善。2021年末，96.3%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

部分集中处理。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质量持续提升，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77.5％。国家统

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等任务，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水平不断提高。2021年末，47.6%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国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医疗卫生

状况大为改观。2021年末，乡镇卫生院达到3.5万家，有卫

生院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90.8%；村卫生室数达 59.9
万个，平均每个村拥有至少一个卫生室。2020年，每万人

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 52人，比 2012年增加 18人；每

万人拥有农村执业（助理）医师数（人）21人，比 2012年增

加7人。国家持续加大扶贫支农力度，脱贫攻坚取得历史

性成就，消除了绝对贫困，对孤寡残病等失去劳动能力的

低收入人群，应保尽保、应养尽养。2021年，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人数 3474万人，比 2012年下降 1871万人；2020
年，农村分散供养五保人数 372万，农村集中供养五保人

数74万，实现了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农民民生保障更加

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村面

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但还要看到我国农业基础仍需

巩固，种子等农业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仍待提高，农

业生产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人居环境等仍存在薄弱环节。为此，必须坚持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不动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的方针不动摇，持续加大“三农”资金投入和政策支

持力度，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目

标而努力奋斗。

农业发展成就显著 乡村美丽宜业宜居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毫不放松抓好

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突

出，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为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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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时代答卷
——新时代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述评

作风优良 永葆本色
——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更加巩固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

习主席谆谆告诫。

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人民军队把党的宗旨作为自己的根本宗

旨，在长期的战斗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这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是构成战斗力的重

要因素和克敌制胜的法宝。

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我军要强起来，作风必须过硬，否则就容易垮掉。”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将作风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

紧抓不放。

针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我军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习

主席力挽狂澜、扶危定倾，扭住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不放

松，挽救了人民军队。

习主席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

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

政治整训，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纠治

“四风”，严肃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要把改进作风工作引向深入，贯彻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每个环

节，真正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

个强军之基……”对加强作风建设、保持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良好

形象，习主席念兹在兹。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不断强化。

2014年金秋，经习主席提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写入全会决定，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中国特色军

事法治体系建设步入“快车道”。

习主席深刻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我们党建

军治军的基本方略，领导人民军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

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

法治思维，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军，推动我军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

平发展。

新时代强军征程，波澜壮阔，气吞山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最根本的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科学指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新的征程上，人民军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提高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听党指挥 信仰弥坚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牢固

人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这一党的

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主

席郑重宣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2017年金秋，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习近平强军思

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系统概括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一条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强军目标，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强军兴军大局，立的是安全发展之基。

其中，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

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1929年，我军政治

工作在这里奠基，新型人民军队在这里定型。

2014年金秋，习主席亲自决策、亲自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

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

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从古田再出发，政治建军掀开新的时代篇章，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

一强军之魂不断巩固加强——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增写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的内容，把

这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实现形式在党章中确立下来。2018
年8月，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召开，对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中央军委先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

制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

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成为

全军官兵的自觉行动，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真理之光，引领强军征程；信仰之光，昭示前行方向。

习主席着眼设计和塑造我军未来，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亲自决策将这轮改革纳入全面

深化改革总盘子，深刻阐明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要问题。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于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的要求，一系列体制设

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

以完善。

一引其纲，万目皆张。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军事政策制度，裁减现役员额 30万，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

局，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军事力量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

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军队初心如磐，信仰弥坚。

备战打仗 担当使命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加坚强有力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

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

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

统帅发出的“胜战之问”，振聋发聩。一场“战斗力标准大讨论”

如同头脑风暴席卷全军。

全军部队听令景从、动若风发，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

本的标准，把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

2017年 11月 3日，习主席一身戎装来到军委联指中心大楼，鲜

明指出“到军委联指中心来，就是要亮明态度，从我做起，从军委做

起，强化备战打仗导向”。

实战必先实训。

2018年新年伊始，中央军委隆重举行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一

身戎装、冒着严寒向全军发布训令。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

军开训动员。至2022年，习主席连续五年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

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

2016年 1月，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 15个职能部门亮相。其

中，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诞生引人注目，被认为宣告了中国

军队“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

强军征程上，习主席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发出

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的时代号令，明确要求把创新摆在我军建设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

习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人才工作

正确政治方向，聚焦备战打仗培养人才，加强军事人员现代化建设

布局，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推动人才领域开放融合，取

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

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

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推进战训耦合，

大力推进体系练兵，大力推进科技练兵，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

级，狠抓军事斗争准备，深化战斗精神培育，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

展，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军威慑和实

战能力显著提升。

“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更好履

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2020年 10月 23日，习主席在纪念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和平需要维护，能战方能止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建设强大

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

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

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

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大

国军队责任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新时代。

人民军队这十年，是浴火重生的十年，是强军兴军的十年，是阔步迈向世界一流的十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站在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制定

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引领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新华社记者 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