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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围绕
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
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
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是指导新时代国
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习近平同
志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对于全党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完善国家安全
体制机制，
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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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 4 个专题：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实现共同、综合、合
作、
可持续安全；
走和平发展道路。
书中收入 450 段
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期间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谈话、指
示、
批示、
贺信等 180 多篇重要文献。

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解放军共同条令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黎云 刘济美）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
军纪律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
行）
》
（统称共同条令），
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深入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坚
持“五个更加注重”
战略指导，
适应军委管总、战区
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
把全面从严治军要求体现
在条令的各个方面，增强了时代性、科学性、精准
性和操作性，是新时代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法
规和全体军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的共
同条令颁布施行，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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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试行）》，由原来的 21 章
420 条，调整为 15 章 325 条，明确了内务建设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
聚焦备战打仗，
着眼新体制新要求，
调整规范军队单位称谓和军人职责，充实日常战
备、实战化军事训练管理内容要求；
着眼从严管理
科学管理，
修改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用管理、公车
使用、军容风纪、军旗使用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

规定，新增军人网络购物、新媒体使用等行为规
范；着眼保障官兵权益，调整休假安排、人员外出
比例和留营住宿等规定，
新增训练伤防护、军人疗
养、心理咨询等方面要求。
新修订的《纪律条令（试行）》，由原来的 7 章
179 条，
调整为 10 章 262 条，
围绕听党指挥、
备战打
仗和全面从严治军，提出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作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廉洁纪
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 10 个方面纪
律的内容要求；充实思想政治建设、实战化训练、
执行重大任务、科技创新等奖励条件；
新增表彰管
理规范，
对表彰项目、审批权限、时机等作出规范，
同时取消表彰与奖励挂钩的相应条款；充实违反
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降低战备质量标准、训
风演风考风不正、重大决策失误、监督执纪不力等
处分条件；
调整奖惩项目设置、奖惩权限和承办部
门，
增加奖惩特殊情形的处理原则和规定。
新修订的《队列条令（试行）》，由原来的 11 章
71 条，调整为 10 章 89 条，着眼进一步激励官兵士
气、展示我军良好形象、激发爱国爱军热情，新增
誓师、
组建、
凯旋、
迎接烈士等 14 种仪式，
规范完善
各类仪式的时机、场合、程序和要求；调整细化阅
兵活动的组织程序、方队队形、动作要领；调整队
列生活的基准单位和武器装备操持规范，统一营
门卫兵执勤动作等内容。

总检：
朱建平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二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
收获别样的风景。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赋予经济特
区新的历史使命，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中寻找新的方位，
把握好新的战略
定位。”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党和国家兴
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高度肯定海南等经
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取得的不凡成就，
以更
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改
革开放，
对新时代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提出
明确要求。
真挚的话语、
殷切的嘱托，
为我国
经济特区擘画美好未来提供了遵循，
激发起
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强大动力。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
重大决策。数十载砥砺奋进，深圳、珠海、汕
头、
厦门、
海南 5 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体
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
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
和鲜活经验，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特区的
勃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见证。
实践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重要方法论，是推进改革开放行之
有效的办法，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
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站在了新的
历史起点。为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实
现新突破，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经济
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
而且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要求，办得更好、办出水平，为全
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要发
扬开拓者的精神，让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
试验平台。先行先试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
要职责。在很多领域的改革突入“无人区”
的今天，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发
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坚持摸着石头过河，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在体制机制改革等各方面先行先试、大
胆探索，在实践中求真知，在探索中找规
律，不断形成新经验、深化新认识、贡献新
方案，
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要秉
承实干家的态度，让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
重要窗口。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对外经济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最能代
表改革开放形象的地区，经济特区要保持
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
事创业的责任感，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坚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同各国扩大双向
贸易和投资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务
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以昂扬的精
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一切伟大
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
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回首既往，一代
代经济特区建设者以智慧、勇气、汗水书写
了辉煌篇章。展望未来，让我们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
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人民日
报 4 月 15 日评论员文章）

新闻解读
新闻背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共同条令
解放军共同条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中国人民解
放军队列条令》，人们习惯把它们称为三大条
令，
也统称为
“共同条令”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令以法规的形式规定
了军队日常活动，
包括建立正规的战备、
训练、
工
作、
生活秩序等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三部条令互相
补充、
共同形成相对完整的规范体系。
“共同条令”这个称谓是从 1951 年开始的，
当时为适应我军建设从比较低级的阶段进到高
级阶段，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要“制定共同
条令，统一全军的纪律和制度”。在毛泽东、周恩
来、刘伯承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主持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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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军事法规的制定工作全面展开，
从此，
《内务条
令》
《纪律条令》
《队列条令》三部条令并在一起颁
布，
合称为共同条令。
共同条令是从领率机关到基层部队，从高
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法规。
其中，
《内务条令》是全军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内
外关系以及正规的内部秩序，履行职责，培养
优良作风和进行行政管理的依据；
《纪律条令》
是全军维护纪律、实施奖惩的依据；
《队列条
令》是全军队列训练和队列生活的依据。共同
条令不仅规范了军人的行为模式，而且规范了
军人行为的法律后果。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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