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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

蔚民、副部长游钧29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延迟退休、基

金“穿底”、医保整合这三大社会关注

的焦点问题。

2016年拿出延迟退休方案

尹蔚民说，人社部将于2016年拿

出延迟退休方案，并向社会广泛征求

意见。他说，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

龄的政策，第一是小步慢走，渐进到

位。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

目标年龄。

“我举个例子，比如5年以后，你

是60岁退休，这个政策施行以后，可

能你是60岁零3个月退休，这样大家

便于接受。”尹蔚民说，第二个人可能

是第二年退休，他可能是60岁零6个

月退休。

“第二是区别对待，分步实施。”

他说，根据国家现在不同群体的退休

年龄，人社部会从实际出发，区分不

同群体的情况，分步进行实施。并提

前公示，做好预告。

“这个方案一旦出来之后，我们

会广泛地征求社会意见，因为这个方

案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凡是涉

及到公众利益的政策都需要广泛听

取大家的意见，凝聚社会的共识。”这

位部长说。

医保、养老基金整体没有缺口

针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尹

蔚民说，从全国目前的情况看，养老

保险基金的运行是平稳的，不存在缺

口。

“去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总收入是

2.7万亿元，总支出是2.3万亿元，当

期的结余是3000多亿元，累计结余是

3.4万亿元。”尹蔚民说，但从各省的

情况来看，确实不平衡，各省之间差

异比较大。

尹蔚民说，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医保基金不存在缺口。“但是医疗保

险的统筹层次比较低，只做到了地市

级的统筹，所以在个别地区出现了一

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他坦言。

城乡医保力争年内完成整合

游钧说，今年年初国务院专门发

文，要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主要从政策层面实施，覆盖范

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

点管理和基金管理等实现“六统一”。

“在国务院下发文件之前，各地

都在积极探索，已经有天津、山东、广

东、浙江等 9个省份实现了制度整

合。”游钧说，从整合的情况来看，效

果非常好，使广大城乡居民有一个公

平感，待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在国务院的文件下发以后，我

们立刻召开了贯彻落实的会议，专门

下发了文件，定期进行督导，要求各

地在6月份全面启动这项工作，争取

在年内能够基本完成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制度的整合。”游钧说。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延迟退休 基金“穿底”医保整合——

人社部回应三大焦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徐博 白国龙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记者李延霞 刘铮）中国人民银行2月29日宣

布，自3月1日起，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称，此举旨在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

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这是今年央行首次降准。2015年人民银行五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

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提出，取消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

场所核发的卫生许可证，有关食品安全许可内容整合进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家许可、统一监管。这

项改革涉及全国243万家餐饮企业和1445万从业人员，有利于切实为企

业松绑减负，有利于鼓励创业、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决定》要求，取消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后，各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对餐饮企业的监管责任，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

许可证审批和发放行为，依法依规依标准进行事前审查，编制服务指南，

制定内部审查细则，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实行办理时限承诺制，

着力提高办证效率。

《决定》强调，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餐饮服务场所的事中

事后监管，改进监管方式，建立信用体系，完善科学的抽查制度、责任追溯

制度、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等，确保餐饮服务场所食品安全。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接到传染病疫情及隐患的报告后，要及时向卫生部门通

报。卫生部门要主动监测、收集、分析、调查、核实相关传染病疫情，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指导采取预防和应对措施。

《决定》要求，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要联合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明确各地整合调整工作的完成时限，对涉及的部门规章等进行清理修

订。国务院办公厅将适时组织督查，督促各地在规定时限内落实改革要求。

餐饮企业将实行“两证合一”
国务院印发《决定》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9日电（记

者韩洁）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29

日联合对外发文，明确将从 3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国

有科技型企业可实施股权和分红激

励。其中，股权奖励的激励对象限

本企业连续工作3年以上的重要技

术人员，企业年度岗位分红激励总

额不高于当年税后利润的15%。

根据办法，符合条件的国有科

技型企业，可采取股权出售、股权

奖励、股权期权等股权激励方式，

或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分红

激励方式，对企业重要技术人员和

经营管理人员实施激励。

关于分红激励，规定企业年度

岗位分红激励总额不高于当年税后

利润的15%。激励对象应当在该岗

位上连续工作1年以上，且原则上每

次激励人数不超过企业在岗职工总

数的30%。激励对象获得的岗位分

红所得不高于其薪酬总额的2/3。

符合条件国有科技型企业可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

●单金库将执业药师资格证丢
失，证书编号：ZZ00233267，管理号：
2014026220262014220908011008，
身份证号：220122198608032926，声

明作废。
●吉林省榆树市公安局华昌派

出所民警王新敏警号为110522的
警官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鑫宇将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出生证编号：J220222282，声明
作废。

●业户名：李本孝（身份证号：

220122197302133113）将道路经营
许可证丢失，车牌号：吉AD3913，声
明作废。

●长春中医药大学王景坤市场
营销1班，学号：1305020224，将学生
证丢失，，声明作废。

●杨冬竹将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D220088001，声明作废。

●王成林，1993年9月入学，在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普通专科塑料成
型加工专业学习，于1996年 7月毕
业，毕业证书编号：964530297，毕业

证丢失，声明作废。
●盛亚娟将就业失业登记证丢

失，证件号：2201020812000144，声
明作废。

● 贺 亮（ 身 份 证 号 ：
220105199004143017）将服务监督
卡丢失，车牌号吉 AY4945，声明作
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高金
宝将项目负责人安全B证吉建安B
（2004）4311236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李双

将专职安全员C证吉建安C（2010）
0004452丢失，声明作废。

●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陈英
晶 将 土 建 质 检 员 证 书 编 号
S2013103724丢失，声明作废。

● 苏 喜 贵 将
22010219371227141931号残疾证丢
失，声明作废。

● 贾 艳 娇 将
220523197811041020 号 身 份 证 丢
失，声明作废。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员工刘友志（身份证号
220104197305104155）将 2010 年 9
月11日考试，2011年3月15日签发
的水利水电工程一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证丢失，证书编号0241117，声明
作废。

●高丛民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705011，声明作废。

●陈长林将警官证丢失，警号
705357，声明作废。

●梁忠清将警官证丢失，证号：
002979，声明作废。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机动车辆
保 险 单 ， 保 单 号 ：
PDK201522012321000114，被 保 险
人：于安勇，车牌号：吉AMM299，发动
机 号 ： 110780798， VIN 码 ：
LSGPC54UXAF209247，保 单 金 额 为
2779.23元，保单发票丢失，特此声
明。

● 李 林 （ 身 份 证 号
22020219761229449X）参加 2006 年
度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丢失，
（市政公用），编号为0110341，声明
作废。

●隋永波将就业失业证丢失，

证号：2208220090011200，声明作
废。

● 马 云 峰 ，身 份 证 号
220103197109213534，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JL0011807，考试时间：2009年10月
份，声明作废。

● 陈 立 新 ，身 份 证 号
220284198206107512，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JL0011452，考试时间：2009年10月
份，声明作废。

● 张 良 ， 身 份 证 号
220221198410297418，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JL0011279，考试时间：2009年10月
份，声明作废。

● 谷 岩 将
200922220220104197901112020 号
医师注册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方 玉 山 将
220102195811041239 号 身 份 证 丢
失，声明作废。

●磐石市雪龙滑雪娱乐有限责
任公司将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税务登记证证号：22028316739346，
声明作废。

●中铁十三局集团承朝高速公
路第八合同段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房屋更正公告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刊登的遗失公

告，产权人磐石市江南林场，房屋坐落：磐石市
松山镇江南林场职工住宅楼A栋-1层4号，结
构：混合，面积：141.19平方米，房屋编号：
220819010001001000104，现 更 正 为 ：
220819010001001000101，即A栋-1层1号。

异议电话：0432-65639464
特此公告

磐石市黑石房地产管理所
2016年2月29日

遗失声明
曾范超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新吉林小区

15号楼6单元6层122号房屋的国有土地用证
丢失，证号为：吉市国用2015第220203001159
号，特此声明。

公 告
曾范超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新吉林小区

15号楼6单元6层122号房屋的国有土地用证
丢失，证号为：吉市国用2015第220203001159
号。权利人已声明作废，现对该证公告作废，见
报30日后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给予办理相关
土地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吉林市国土资源局龙潭分局

2016年2月29日

遗失声明
孙敬林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公

拉玛村房屋的集体土地用证丢失，证号为：永集
90字030501094号，特此声明。

公 告
孙敬林将坐落在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公

拉玛村房屋的集体土地用证丢失，证号为：永集
90字030501094号。权利人已声明作废，现对
该证公告作废，见报30日后无人提出异议，我局
将给予办理相关土地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吉林市国土资源局龙潭分局

2016年2月29日

公 告
赵可新将坐落在农安镇农安路南侧吉正开

发公司综合楼4单元502室的房屋，栋号为3/
3-11，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44650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废，如无异议15日补发该
房屋所有权证。

农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6年2月29日

送达公告
农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26日对农安路东段南侧棚改

地块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农政房征[2015]第1号），项目四至东
至农安四中；西至润泽同泰园小区一期；南至农安四中；北至农
安路，因被征收人陈钦国、郑永维、许克丰在该地块内有私有房
屋一处，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农安县
人民政府依法对以上各户作出农政房征补字[2016]第2号、第3
号、第1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公告送达，陈钦国、郑永维、许克丰在公
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农安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领取《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公告期满后即视为送达，如对该征收补偿决
定不服，可在送达后的60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
6个月内向农安县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
自动履行的，县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安县人民政府
2016年2月26日

双辽市2016年第一批移民后期扶持结余资金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20160210-CG09-G3

双辽市2016年第一批移民后期扶持结余资金建设项目已
批准，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工程概况：一标段，双
辽市卧虎镇同乐村水泥路工程：新建水泥路2521米；二标段，双
辽市东明镇公安村水泥路工程：新建水泥路2038米；三标段，双
辽市卧虎镇五星村水泥路工程：新建水泥路3351米；计划工期：
2016年4月15日—2016年6月30日。建设地点：双辽市卧虎镇
同乐村、东明镇公安村、卧虎镇五星村。工程质量要求：合格工
程。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或其它组织，凡有意参
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7日在长春高建招
标有限公司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13时30分，递交投
标文件地点：长春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8号楼508A室。本次
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省建设项目招标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
林日报上发布。招标人：双辽市水库移民管理办公室招标公司：
长春高建招标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3355号
联 系 人：曹玲玲;电话：0431-85832429

土地证书遗失公告
郑国良将坐落在榆树市于家镇于家村10

组，宗地面积为896.62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的
集体土使用证（证号为榆集用（2013）第
190000481号）遗失，公告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应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榆树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联系电话：0431-83615217

公 告
钱振宏将坐落在农安镇朝阳村三社的房

屋，栋号为1/27-3-68，产权证号为农城房权字
第0010505号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现声明作
废，如无异议15日补发该房屋所有权证。

农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6年2月29日

（上接第三版）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的战略地位、根本原则和目标任务，科学回

答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

基，坚持以纪律建设为核心，旗帜鲜明反对腐

败、反对特权，坚决反对和纠正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等问题，保持人

民军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

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

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

化、常态化、长效化；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要法治

化。要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按照

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形成党委依法决策、

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

的良好局面；

……

3年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持续加强作风

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权力运行监

督，呈现出传统回归、正气充盈、崇尚法治的

全新气象。

——割毒瘤反贪腐，彰显从严治军坚定

决心。

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腐败

分子藏身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

央军委铁腕反腐，严肃查处郭伯雄、徐才厚、

谷俊山等大案要案，陆续公布受到查处的几

十名违纪违法军以上干部。

中央军委分别召开民主生活会和专题会

议，全面深入剖析郭伯雄、徐才厚案件的性质

危害，研究肃清流毒影响的办法措施，对肃清

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各级迅即行动，全方位

清查清理，深层次挖根除弊，把肃清工作抓到

边、抓到底、抓到位，切实纯净官兵思想、纯洁

干部队伍、纯正政治生态。

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肃军威。

2013年10月，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

决定在军队建立巡视制度、设置巡视机构、开

展巡视工作。至2015年底，完成了对全军各

大单位巡视的全覆盖，发现一批问题线索，严

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案件。

高压态势不松，严惩力度不减。军队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

成，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

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

——除旧弊树新风，实现作风建设显著

好转。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习主席领导制定

并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

定，给军委同志作出了示范，为全军官兵树起

了榜样。

端正选人用人导向，狠刹随意插手基

层敏感事务的歪风邪气，狠抓训风演风考

风……全军扎实开展“学习贯彻党章、弘扬

优良作风”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坚持

“标准更高、走在前列”，制定路线图、倒排

时间表、严格责任制，大力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各级聚焦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指出的10个方面问题，突出党委班子和领

导干部这个重点，整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

组织、整顿纪律。全军集中开展干部工作大

检查、财务工作大清查、清房清车清人、基层

风气等8个“专项清理整治”，逐项过筛子查

纠，拉网式起底严治，对违规提升、涂改档案

等问题的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分别作出组

织处理和纪律处分，追查违规开支6.56亿

元，仅2015年就清退不合理住房9632套、压

减公务车辆24934辆……

另一组数据，直观展现出作风建设带来

的巨大变化：2015年，军以上机关行政消耗

性开支同比下降50%以上，全军各大单位压

减大项会议和活动110多个。与此同时，全

军8.1万多名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蹲连住

班，军级以上单位投入经费80多亿元解决基

层取暖用电、吃水洗澡、看病等实际困难，帮

助4万多名官兵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入托。

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座座军营清风扑

面，作风形象焕然一新。

——重立法严制度，提升军队建设法治

化水平。

依法治军，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重要保证，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保证，是永葆

作风优良的重要保证。

2014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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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

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新形势下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人民军

队法治化建设进入“快车道”。

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全军上下纠建并举，从《严格军队党员领导干

部纪律约束的若干规定》，到关于加强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监督管理的五项制度规定；从《关

于加强军队基层风气建设的意见》，到《关于

进一步规范基层工作指导和管理秩序若干规

定》；从《军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

定》，到《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

法规制度配套出台，各项铁规发力生威，作风

建设成果不断固化。

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

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按照

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

则区分和配置权力，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军委

政法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构建起严密的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从严治军的制度

基础更加牢固，强军之基更加坚实。

军民融合，富国强军两翼齐飞

“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强国强军新征程

上，习主席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统筹布局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用“两个有利于”描绘

了军民融合的广阔前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国

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

视察沈阳驻军时，习主席指出，“要拓展

军民融合的领域和范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上，习主席提出，“形成全方位、宽领域、

军民融合的政治工作格局”；出席全军装备

工作会议，习主席要求，“扎实推动国防科技

和装备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央军委

改革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着眼于贯

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

任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阐述的

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必然选择——融合

发展。

2014年阳春三月“两会时间”，见证了军

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翌年3月，习主席

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重点就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提出要求：“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

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

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在习主席领

导推动下，军地上下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

化大局意识、强化改革创新、强化战略规划、

强化法治保障，各司其职、真抓实干，军民融

合迎来深度发展的春天。

——融合发展，为强军兴军注入新动能。

2015年7月，习主席主持召开军委改革

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建议》。随

后，习主席分别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务会议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和审定《总体方

案》。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主

席郑重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10

月，习主席再次主持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习主席发出打赢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攻坚战的动员令：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

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这

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是决定军队未来

的关键一招。

人民军队的历史，写下里程碑式的一

页。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正式启动，一

幅承载着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强军蓝图跃

然眼前——

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导鲜明确立：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按照“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要求，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

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

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

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

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

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清晰明了：2020年

前，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

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

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

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

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

事力量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军事制度。

军地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国

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的运行体系初步

形成，越来越多地方资源进入军工、军事训练

等领域，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

出台《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

等规章制度，成立跨军地部际协调小组，开通

运行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民参军”热潮

涌动，企业数量明显增加，进入领域扩大、层

次水平提升。

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天河二号”超级

计算机等为代表，军民融合正在向网络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资源、航空航天等

领域纵深推进，“中国制造 2025” “互联

网＋”、 大数据、3D打印等新技术、新业态，

成为融合发展、军民两利的新引擎。

——融合发展，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实保

障。

这是一组激动人心的数字。全军驻大中

城市约60万名官兵的饮食保障实现社会化，

驻大中城市约1500个单位推行了商业服务

社会化，远离军队保障体系单位约20万名官

兵就医实现社会化保障……一长串的清单，

还涵盖子女教育、公务用车等领域。解除了

后顾之忧，部队官兵备战打仗心无旁骛、劲头

更足。

这是一次意蕴深远的突破。2014年 3

月，空军派出战机搜救马航失联客机，担负

保障任务的队伍中，出现了地方公司的身

影。这一幕折射出军队社会化保障改革深

入推进，正由饮食、就医等生活保障，向作战

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保障延伸，初步朝向常态

化、制度化融合，新形势下的拥军支前内涵

不断拓展。

——融合发展，为强军兴军引才集智聚

力。

3年来，借助军民融合，积极推进部队人

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越来越多的打赢人

才走入军营。

新年一开局，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多

项战略工程中，已出现不少军工企业、科研

院校专家的身影。海军、空军围绕军种发展

重点课题，先后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清华大学等地方科研院所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共育共享、军地共赢的战略格局

初步形成。

——融合发展，为强军兴军厚植潜力优

势。

2014年5月25日，包括第三代战机在内

的多种机型，首次在高速公路成功起降，标志

着我国国防交通建设正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向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又

迈进一步。

如今，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高居世界第

一，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位居世界首位，民航、

水运等快速发展。寓军于民，部队利用地方

交通设施进行机动投送和应急保障渐成常

态。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3年

来，军地齐心协作，把经济建设的“棋局”和军

事斗争准备的“战局”更好对接，国防动员体

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贯彻国防需

求，平战转换正实现“无缝链接”。

时光的脚步，迈进2016年的门槛。

元旦前夕，习主席在“＠军报记者”平台

敲击键盘，发出一条微博向全军官兵祝贺新

年：“希望大家践行强军目标，有效履行使命，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梦想，启航一刻总是令人热血沸腾，驶入

深海则需冷静执着。2016年，注定是强军路

上十分关键而又意义非凡的一年——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军队建设发展“十

三五”迎来开局，军事斗争准备更进一步，贯

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

在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从荣

光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把使命扛在肩上，把责

任刻在心头，向着强军目标勇毅前行，必将走

向更加光辉的明天！

（新华社记者李宣良、孙彦新、梅常伟

解放军报记者欧灿、周猛、安普忠、杨祖

荣、张良）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