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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每一段壮美的航程，都会
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深的印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5年，在我军90年光辉历
程中如此厚重、极不平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
目标鲜明确立，政治建军深入推进，练兵备战紧锣密
鼓，改革攻坚大刀阔斧，正风肃纪雷霆万钧⋯⋯习主席
领导和指引人民军队全面重塑、浴火重生，在强军兴
军征程上迈出历史性步伐。

关山重重的新长征，离不开登高望远的领路
人。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人民军队最高
统帅，习主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理论
勇气、卓越才能和驾驭全局能力，大气魄治党治国治
军，大视野运筹国内国际大局，大手笔推动改革发展
稳定，党、国家和军队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赢得人民
群众和全军官兵发自内心的爱戴。

山高愈前行，扬帆再起航。全军官兵满怀对
习主席的信赖拥戴，满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坚定
信心，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进。

擘画伟业，指引强军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伟大的梦想，就
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也是强军梦。”

——习近平

1.审势
中南海怀仁堂，当代中国的鲜明政治地标。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在这里酝酿，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也在这里进行。

建设海洋强国、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
军军事创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已先后5次围绕军事相关问题组织集体学习。

如何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的深刻
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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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始终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不断延伸的学习清单背后，是对时与势的清醒
洞察，是对安与危的深谋远虑。

“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
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军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
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主席以恢弘的视
野、深邃的思考，清晰标定出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时
代坐标。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
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
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今日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不容忽视，随着我国快速发展壮大，我们面临
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挑战更加复杂严峻。在世界新军
事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演变的浪
潮中，人民军队“两个能力不够”、“两个差距很
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全军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国安全和发展面临的
新形势新挑战，充分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自觉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重大责任。”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场合，习主席
都告诫全军要观大势、观全局，深刻把握面临的新使
命新要求——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需要确立相应的建军治
军方略，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

应对我国由大向强面临的安全挑战，需要创新
军事指导，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不被侵犯、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不被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不被打断；

赢得国际军事竞争优势，需要全新设计人民军队
未来，使人民军队大踏步赶上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推动人民军队重塑，需要有革除积弊的大气魄新
理念，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走好新的长征路⋯⋯

顺势而为，与时偕行。处于重要历史当口的人民
军队，在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开始了新的伟大迈进。

2.筑梦
2012 年 11 月 29 日 ，一 个 看 似 平 常 的 日 子 。

习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向世界庄严昭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

相隔仅 10 天，习主席第一次离京视察部队，在
南海之滨作出重要论断：“这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
国梦，对军队来讲，也是强军梦。”

这是面对历史的承诺，更是面向未来的宣示！
只有创造过辉煌的国家，才懂得伟大复兴的真

正含义；只有饱受蹂躏的民族，才对强国强军有如此
深切的渴望。

习主席称为“剜心之痛”的甲午战争，败得令人
痛彻肺腑。 （下转第二版）

领航人民军队，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

新华社记者 解放军报记者

新 华 社 贵 阳 7 月 10 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司法
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司
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意义重大。全国政法机关要
按照党中央要求，坚定不移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政法战线坚持正确改革方向，
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
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
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
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要遵循司法规
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
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
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
点，提升改革整体效能。要统筹
推进公安改革、国家安全机关改
革、司法行政改革，提高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能力。各级党
委要加强领导，研究解决重大问
题，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有
力保障。

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 7
月 10 日在贵州贵阳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
记孟建柱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
指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南，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
示，更加积极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把理念思路提升、体制
机制创新、现代科技应用和法律制度完善结合起来，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和相关配套改革，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推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出席会议。

习近平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再传喜讯。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
又有云南车马碧水库、山西中部引黄工程、江西四方井水利枢
纽等 3 项工程开工建设；2017 年落实重大水利工程中央投资
600 亿元，已下达 575 亿元；工程建设进度和投资计划执行明显
加快，前 5 个月重大水利工程累计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250.6 亿
元，完成率 21.8%，为年底完成年度中央投资计划 90%以上奠定
了较好基础。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水旱灾害频发，这是自古以来的
基本国情水情，它决定了治水兴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兴盛
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保障国家水安全
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

重大水利工程是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的骨干和关键，在保障国家
水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2014年5月21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明确提出在继续抓好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集中力量
有序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分步建设纳入
规划的172项工程。这是中央依据我国基本国情水情作出的重要战
略部署，也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发展、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采取的
重大举措。

水利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加快推进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采取有力措施持续推进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西江大藤峡、淮河
出山店、陕西引汉济渭、安徽引江济淮等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建
设，累计新开工 79 项。截至目前，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已有 109 项开工建设，在建投资规模超过 8000 亿元。牛栏江滇池
补水、江西峡江、河南河口村等 14 项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开始发
挥效益； （下转第八版）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已开建109项——

“水利巨人”展雄姿
本报记者 张 雪

穷 山 如 何 变 金 山
——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查 16 版

6月份CPI和PPI同比涨幅均与上月持平，专家预计通胀温和可控——

当前物价水平有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7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6 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数据显示，6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
上涨 1.5%；PPI 环比下降 0.2%，同比上涨 5.5%。业
内专家预计，未来我国通胀水平温和可控，物价绝对
水平不高及维持平稳运行态势将为政策调控提供良
好的操作空间和环境。

翘尾因素拉动CPI同比上涨

6 月份，CPI 同比上涨 1.5%，涨幅与上月持平，
处于年内的次高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表示，6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2%，影响 CPI 上涨约
1.73 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5.7%，
教育服务类价格上涨3.2%，居住类价格上涨2.5%。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1.2% ，影 响 CPI 下 降 约
0.24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和蛋价格下降较多，降
幅分别为 16.7%和 9.3%，合计影响 CPI 下降 0.56 个
百分点；鲜果和鲜菜因去年同月基数相对较低，价
格分别上涨 9.9%和 5.8%，合计影响 CPI 上涨 0.28
个百分点。

“CPI同比上涨主要是翘尾因素拉动，新涨价因
素较弱。”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说，6 月
份 CPI 翘尾因素为全年最高，比上个月上升 0.14 个
百分点至 1.16%。虽然翘尾因素上升，但 CPI 涨幅
没有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前 6 个月新涨价因素拉动
CPI 上涨约 0.3 个百分点，比上月下降了约 0.2 个百
分点，新涨价因素较弱。

从环比看，6月份CPI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
月扩大0.1个百分点。

“6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0%，影响CPI下降
0.20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部分鲜活食品价格下降
影响。”绳国庆说，6 月份，鲜果、猪肉和鲜菜供应相
对充足，价格分别下降 4.2%、3.4%和 1.1%，合计影
响 CPI 下降 0.19 个百分点；鸡蛋价格前期较为低
迷，6 月份受蛋鸡存栏减少及气温升高产蛋量下降
影响，价格由降转升，上涨6.2%。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
示，部分地区暴雨对食品供应带来局部影响，但对全
国食品价格的影响有限。由于生产时间周期，水灾

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可能在7月份显现。
6月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影响CPI上

涨0.05个百分点。临近暑假，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分
别上涨 5.2%和 1.7%；住房租赁进入旺季，房租价格
上涨 0.3%；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中药和西药价
格继续走高，分别上涨 0.4%和 0.6%；受国际原油价
格波动影响，汽、柴油价格分别下降2.1%和2.4%。

此外，数据还显示，6 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2%，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
分点，为近年来相对较高水平。

刘学智说，从 2015 年初以来，核心 CPI 处于逐
渐稳步上升过程，两年多以来从 1.2%上升至 2.2%。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增长动能转变以及居民消费升
级，服务业增长势头较好，带动服务类价格上涨，这
是核心CPI趋势性稳步上行的重要原因。

PPI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

6 月份，PPI 同比上涨 5.5%，涨幅与上月持平，
停止了连续3个月的回落势头。

在主要工业行业中，同比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分
别上涨 33.2%、14.9%和 13.8%；同比涨幅扩大的有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别上涨24.5%、13.9%
和 7.7%。“上述六大行业合计影响 PPI 同比上涨约
4.4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80.0%。”绳国庆说。

据测算，在 6 月份 5.5%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 4.7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
约为0.8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6月份PPI下降0.2%，降幅比上月收
窄0.1个百分点。

绳国庆分析说，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其中加工工业
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本月上涨0.1%；生活资料价格
下降0.1%，降幅与上月相同。

从主要行业看，涨幅扩大的有造纸和纸制品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分别上涨 0.9%和 0.6%；由降转
升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分别上
涨 0.4%和 0.1%；降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业，分别下降
2.3%、2.1%和2.0%。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