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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事

个关键词

读 懂 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黎
云 刘济美）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
日前发布，并将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采访
获悉，
“重、严、战、实、细、暖”6 个关键
词，
是新一代共同条令的突出特点。
“重”是指修改内容的分量重。共
同条令作为全军一体遵循的基础性
法规，其作用不仅在于为军人的行为
提供规范，为部队日常管理提供依
据，更重要的还在于为坚持人民军队
的性质宗旨，确保军队建设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提供保证。这次共同条令
修订最核心的是，将习近平强军思想
写入条令，通篇贯穿、处处体现，以军
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为全面
依法治军、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统
一全军意志和行动提供了根本指导
和基本遵循，
可见分量之重。
“严”是指立起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军的标准。
新条令坚持全面从严，
落
实严字当头，
一严到底的治军要求，
严
格规范军人的日常行为举止，进一步
编实扎紧制度规矩，
为全军立起标准。
新增加的“纪律的主要内容”一章，首

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系 物、
邮寄物品、
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需
统规范。
条令还坚持执纪从严，
违纪必 要填写单位、
身份等信息时，
不得涉及
纠，违反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重 部队番号和其他军事秘密。
大决策失误、
监督执纪不力、
擅自离队
“细”是指新条令覆盖内容广，考
等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虑问题细。比如，针对军人着军装打
“战”是指围绕服务备战打仗进 伞的问题，条令明确规定，军人着军
行了创新性规范。把聚焦备战打仗作 装时，通常左手打黑色雨伞。在实施
为本次条令修改的根本出发点和着 “鸣枪礼”环节时，条令明确了礼兵人
力点，在《内务条令（试行）》总则中专 数、鸣枪次数、枪口朝向和动作要领。
门增写“聚焦备战打仗”条目；三大条 条令如此细致的规定，将杜绝与之相
令均对备战打仗内容进行了章节新 悖的“土政策”
“土规定”。
增、内容充实等形式的修改，涉及到
“暖”是指新条令对一些涉及官
军事训练管理、日常战备、战法研究、 兵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了更加人性
战法创新和训风演风考风等，突出体 化的规范，情暖兵心。比如，新条令对
现了军队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
落实休假制度、召回休假官兵的条件
“实”
指的是内容详实，
实在管用。 及补偿办法都作了规范。放宽了已婚
本次修改，调整充实了一批操作性较 军官和士官离队回家住宿的条件，明
强的制度规范。
比如，
取消了原来需经 确“配偶在驻地长期工作或者生活
团以上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 的”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统一安排轮
话的限制条件，
改为
“基层单位官兵在 流回家住宿，下午操课结束后即可离
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时间、
休息日、
节假 队。条令还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和
日等时间，可以使用移动电话”，并明 哺乳期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住
确
“军人使用移动电话，
实行实名制管 宿，家不在驻地的可以安排到公寓住
理”，军人在登记备案后可以使用微 宿”。在军人亲属临时来队保障方面，
信、QQ 等社交软件；军人在网络购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安排车辆接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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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工程顺利跨越长江天堑
据新华社合肥 4 月 15 日电（记者董雪 水金
辰）15 日上午 9 时许，位于安徽省无为县高沟镇
的±1100 千伏吉泉长江大跨越架线北岸张力场正
在紧张施工。随着西电东送±1100 千伏“新疆准东
—安徽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最后一相导线顺利
跨越天堑长江，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大跨越
——昌古特高压长江大跨越工程全线贯通。
据介绍，±1100 千伏“新疆准东－安徽皖南”特
高压直流工程线路起点为新疆准东五彩湾换流站，
落点为安徽皖南换流站，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
西、河南、安徽 6 省（区）。该工程线路全长约 3324 公
里，投资 407 亿元，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
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
高压输电工程。
“这是±1100 千伏输电线路首次跨越长江，其
主跨越塔高 225.2 米，单基塔重 1259 吨，跨越总长
2900 米，三者均为全线之最。”该工程项目经理汪以
文介绍说，长江大跨越是全线的咽喉、节点工程，要
克服跨越施工感应电强、长江黄金水道封航时间限
制、江面高空气流多变等诸多困难，其施工体量和
技术难度均远超于特高压一般线路工程，如今导线
展放如期完成，对于整条线路按时建成投运具有里
程碑意义。

新闻背景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53年5月颁
布全军施行。1957 年 8 月颁布的共同
条令，根据叶剑英元帅的调研和建议
取消了禁闭处分，体现了我军以说服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
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于 1939 年 5 教育为主，
注重培养自觉纪律的精神。
就 亲 自 制 定 了《三 大 纪 律 、六 项 注 月、1942 年 2 月、1943 年 10 月先后 3
进入新世纪，根据中央军委的决
意》，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次修订和颁发《纪律条例》或《纪律条 定，我军于 2002 年对《内务条令》
《纪
1930 年，红军领率机关编写了我军 令》，对严明军纪、严明赏罚，保证作 律条令》做了局部修改，于 2010 年再
第一部纪律条令，即《中国工农红军 战任务的胜利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次对《内务条令》
《纪律条令》
《队列条
纪律条例草案》，并于 1930 年 10 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从战争环境 令》作了全面修改。
正式颁发全军施行。
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由农村进驻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总揽全
1933 年 8 月，中国工农红军编写 市，
军队建设进入高级阶段，
军队建设 局，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时代，
和颁发了《纪律暂行条令》。这部条令 的现代化要求大力加强正规化建设。 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党在
仅有 4 章 18 条，其中有 13 条是规范 1951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
奖惩的。条令深刻地指出：
“军队纪律 条令》
《纪律条令》
《队列条令》出台，
中 流军队提供了科学指南。2018 年 4
的要素就在于服从”，军纪是“军队的 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 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命脉”
“ 白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反动统 长聂荣臻签署命令，
颁布全军试行。
至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
治阶级利益之上”
“ 我军的纪律是建 此，
我军共同条令的体系形成，
部队正 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
筑于工农群众自己利益之上”，由此 规化建设有了基本的法规依据。
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
划清了两种不同性质军队纪律的界
我军三大条令从 20 世纪 50 年代 条令（试行）》。此次新条令的颁布施
限，把我军的纪律与我军的性质和宗 到 90 年代共修订和颁发 8 次，内容也 行，对我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
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36 年 8 月， 日渐完善。
1951 年颁发的共同条令经 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
红军到达了陕北，为进一步巩固部 过两年试行之后即进行了修改，由彭 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队，做好迎接新的斗争准备，制定发 德怀主持军委会议审议后呈报毛泽东 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布《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令》，这 主席，
毛主席逐段审阅，
重要地方亲自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内务条令》。
作了修改，
不到一个星期就批回来了。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我军共同条令的发展历程

欢度泼水节
4 月 15 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傣
历新年取水仪式及泼水狂欢，各族群众在景洪市用
相互泼水的方式互送祝福、传递欢乐。图为人们在
景洪市泼水广场泼水狂欢。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摄

江西警方缴获四千余只鸟兽
新华社南昌 4 月 15 日电（记者赖星）江西省森林
公安局日前成功截停一辆不法货车，
缴获涉嫌盗猎的
4000 余只鸟兽以及眼镜蛇、
五步蛇等 600 余公斤。
13 日早上 6 时左右，
江西省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
后，
在南昌成功截停一辆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货
车。
“车里装的动物以活体为主，
飞禽走兽都有，
部分
有驯养繁殖许可证。
”
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办案人员介
绍，
经初步清点，
货车上有包括夜鹭、果子狸、野猪等
在内超过 4300 只鸟兽以及各种蛇类 600 余公斤。
据了解，
这辆货车从安徽出发，
欲途经江西前往
广东等地。目前，涉案卡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案
情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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