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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行动 汇聚强军力量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层、
走进官兵，打牢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
思想政治根基，凝聚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
局面的强大力量。11 月 4 日至 14 日，
由 14 名专家组成的全军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分 7 个组赴各
单位巡回宣讲 34 场，与官兵面对面互
动交流座谈 47 场，直接听众和通过各
种形式听取宣讲的官兵 90 万余人。
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习主
席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团成员的
现场宣讲全面准确、原汁原味，阐释解
读突出向心凝聚、紧扣强军兴军，互动
答疑对接工作实践、回应官兵关切。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宣讲让官兵深
受教育鼓舞，一致表示，要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
席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
实上下功夫，强化思想引领，强化担当
作为，强化工作落实，奋力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
局面。

全面系统解读 讲清精髓要义
党的二十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
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

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
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 11 月 4 日的首场报告会上，宣
讲团成员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
成果、过去 5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
的伟大变革、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奋力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深入阐释。
聆听宣讲的军委机关部委、军委
直属单位、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官
兵普遍感到，宣讲透彻深入、解读鲜活
生动，既整体上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了全面阐释，又紧贴部队实际、回应官
兵关切，对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指导和推
动作用。
为全面准确阐释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新思想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
要求，宣讲团成员紧密联系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联系新时
代 10 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
联 系 深 化 改 革 开 放、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生动实
践，联系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引导广

大官兵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关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
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场
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辅
导 展 开 后 ，不 论 是 主 会 场 还 是 分 会
场，官兵们认真听认真记，现场不时
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时代新征程，旗帜指引前进方
向，核心领航复兴伟业。宣讲注重历
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深入阐释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背后
的决定性因素，引导官兵深刻领悟党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
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指挥。

把握着力重点 紧扣强军兴军
党的二十大，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全局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作出战略部署，鲜明提出如期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
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标定未来 5 年
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

聆听宣讲辅导后，军事科学院、国
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组织各单位召
开 党 支 部 会、党 小 组 会 展 开 热 烈 讨
论。广大官兵以亲历者、奋斗者、见证
者的视角，回顾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壮阔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切感悟
新时代习主席领航强军征程，习近平
强军思想科学指引，始终是强军事业
的力量所在、方向所在、未来所在，是
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宣讲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党的历
史使命、国家战略需求和我军使命任
务的有机统一上，深入阐释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意义、总体要
求、任务举措，讲深讲透“全面加强人
民军队党的建设”
“ 全面加强练兵备
战”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巩固提高一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各项重大
部署，激励引导官兵按照习主席指引
的方向、擘画的蓝图，把新时代强军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连日来，宣讲团成员走进班排宿
舍、岗位点位、老干部活动中心等，与
基层官兵、教学科研人员、离退休干部
等进行数十场座谈交流。陆军某部、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开展党委中心组专
题学习、认认真真读原文悟原理，海军
某部组织党的二十大代表和优秀政治
教员搞好分众化、互动化辅导交流，空
军某部组建宣讲队围绕官兵关注的理
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答疑释惑，火箭军

某部安排领导干部到基层学习联系点
边宣讲边调研……学习强军思想、建
功强军事业成为官兵坚定信念，汇聚
起把强军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强大
力量。
习主席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
心，表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鲜明
态度。宣讲跟进学习习主席最新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部队担负的使命任务，
有针对性充实完善内容。各战区、各
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采取多种形式，组
织官兵开展讨论交流，推动各级把能
打仗、打胜仗作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最实际的检验，坚持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
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提
高打赢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各项任务。

对接各项建设 推动落地见效
各部队以全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为契机，对深入持久
抓好学习教育、分级分批搞好专题学
习、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作出部署安排，
紧贴单位建设发展实际和担负职能任
务，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具体措施，以有
力举措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部队
建设各领域全过程，体现到做好今年
各项工作和安排好今后工作之中——
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深化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开
展“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教
育实践活动，建强党的组织体系，确保
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深入研究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深入推进
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联合训练、对
抗训练、科技练兵，加强军事力量常
态化多样化运用，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巩固拓展改
革成果，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加快国
防科技创新，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变，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贯彻
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
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
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发展军
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军打赢的强大力
量……
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决
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
指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聚焦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一线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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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东莞城市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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