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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1日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鲜血生命铸就的，
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
探索得来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人民军队的历史
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们向前。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
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努力实现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习近平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
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
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90年来，人
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
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
伟大的历史功勋。

习近平指出，90年来，在长期实践中，人民军
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

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传家法宝，是人民军队必须永志不忘的红色血
脉。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伟大力量，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彰
显了改革创新的伟大力量，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
力量，彰显了革命纪律的伟大力量，彰显了军民团
结的伟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眼于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与
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
针，大力加强政治建军，坚定不移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推进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坚持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深入推进练兵备战，不断提
高人民军队建设质量和效益。经过5年努力，人民军
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
重塑、作风形象重塑，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习近平就新形势下推进强军事业提出6点要求。
一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
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
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二是必须坚持和发展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全军要坚持用党
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让马克思主义军事
理论在强军伟大实践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
芒。三是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确保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坚决维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和世界和
平。四是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
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深入解决制约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
贡献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五是必
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
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六是必须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
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
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
统，永远做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不断
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吉布提当地时间1日上午8时（北
京时间1日1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
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在基地营区举行。这
标志着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建成和投入使用，
将更好地履行起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
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

仪式上，首先奏响吉布提共和国国歌。随
后，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在驻吉
布提保障基地营区上空，参加仪式的官兵代表和
中外嘉宾向国旗庄严敬礼。升旗仪式后，举行了
阅兵式，乘坐我海军舰艇刚刚抵达吉布提的我基
地部分官兵组成4个人员方队和1个装备方队，
以及吉布提三军仪仗队，在营区广场整齐列队，
接受检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于今年7
月11日成立，海军在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举行
了基地成立暨部队出征仪式，基地官兵乘海军井
冈山舰、东海岛船航渡至吉布提。

海军副司令员田中，我驻吉布提大使符华
强，吉布提国防部长巴赫敦、总参谋长扎卡里亚，
有关国家驻吉使节、驻吉部队代表，以及海军第
26批护航编队官兵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了仪式。

新华社电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日
对外披露，全球首只野外引种大熊猫“草草”于7
月31日凌晨2时17分产下一只雌性幼仔，体重
达216克，可谓一只“重量级”熊猫宝宝。

到2016年底，全球圈养大熊猫数量已增至
471只，但可喜现状的背后却是圈养大熊猫种
群遗传多样性流失的隐患。2016年底，中国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启动了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
研究工作，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经野化训练后，
放到野外去和野生大熊猫交配，实现野生种群
和圈养种群血缘的交换。

接受过野化训练的“草草”被确定为此次野
外引种试验的母兽。“草草”今年15岁，曾繁育
大熊猫4胎6仔，其中两次双胞胎。3月1日，工
作人员将临近发情期的“草草”从卧龙核桃坪基
地转移到“五一棚”野外生活了近两个月。工作
人员分析安装在其项圈上的录音笔中的数据发
现，“草草”在3月23日成功与野生雄性大熊猫
完成自然交配。

野外引种试验将为野生大熊猫种群复壮以
及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全球首只野外引种
大熊猫宝宝诞生

我国首个驻外保障基地
正式投入使用
首批部队进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