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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

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下午就加强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举行第二十二次集体

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

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统筹发展和

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

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 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关键时期，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抓紧工作，奋力推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荣弟同志就

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

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

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

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长期实践中，

我们党坚持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重要位置，付出

艰苦努力，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

工作，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 今年，我

们将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目标

任务，并乘势而上，开启基本实现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进而把我军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习近平强调，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作了新的战略筹划和安排。 要坚持政治

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全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

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加

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

加强练兵备战，确保实现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目标任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

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

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 世界新军事革命

迅猛发展， 为我们提供了难得机遇，同

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要增强使命感和紧

迫感，努力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

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同国家发展布局相

协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

我军现代化发展战略，拟制好我军建设

“十四五”规划，形成科学的路线图、施

工图。 要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

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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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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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闪

耀，泽沐八方。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 31 日上午在北京

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并参观

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览展示，代表

党中央向参与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

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人民大会堂雄伟壮丽，东大厅内灯

光璀璨、气氛热烈。 10 时 30 分，在热烈

的掌声中，习近平等步入仪式现场。

刘鹤主持仪式。 仪式播放了反映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情

况的视频短片。 张又侠宣读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

10 时 48 分，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宣

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

开通！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河北厅，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

果展览展示，听取工程建设、运行服务、

应用推广、 国际合作和发展展望介绍。

体现北斗系统自主创新自主可控重要

成果和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应用以

及国际化进程的展板和展品，吸引了习

近平的目光，他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

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统特别是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取得

的成就。 他指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的建成开通，充分体现了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

势，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对推动疫情

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对推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我

国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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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建成暨开通仪式并宣布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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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

民政府 7 月 29 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表明意

见。 全文如下：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20年立法

会换届选举押后事宜的报告》 收悉。

中央人民政府对近期香港特别行政区

暴发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高度关注，

将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抗击疫情需求提

供一切必要支持和援助， 切实保护香

港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现就立

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 提出以下意

见：

一、 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基于公众利益和香港实

际情况， 依法作出将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的决定。

二、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推迟情况下如何处理立法

机关空缺的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将依

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作出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依法做

好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涉及的相关

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有关事宜表明意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 广州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 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加强新时代广州人大各项工作。 市

委书记张硕辅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

温国辉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奇

珠、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出席。

张硕辅指出，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职责，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特别是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提供法治保障，对水环境治理和垃

圾分类开展专项监督等工作有力有序

有效，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

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强调，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清当前形势与

任务，强化政治责任担当，以新担当新

作为奋力开创新时代广州人大工作新

局面，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

出新出彩”，在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勇当排

头兵作贡献。 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开

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切实增强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力推动广州人

大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二要牢牢

把握做好人大工作的政治原则。 坚持把

党的领导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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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

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为推动人大工作开创新局面提供政治保证

张硕辅讲话 温国辉主持 石奇珠刘悦伦出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 广州市组织收视收听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省第三

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消防

工作视频会议，随后召开全市第三季度

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消防工作

视频会议。 市长温国辉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和全省会

议要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抓紧抓实

安全生产和消防各项工作。 一是在示范

城市创建上下功夫。 要督促创建工作责

任单位全面落实整改任务，广泛动员各

方参与，注重长效治理，促进安全生产

整体水平持续提升。 二是在行业专项整

治上动真格。 要狠抓危化品监管、道路

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和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 三是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上见实

效。 要做好预测预报预警，落实防御应

对措施，提升抢险救灾能力。 四是在筑

牢消防安全屏障上出硬招。 要推进专项

治理，集中整治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

消防风险隐患，同时将消防安全纳入基

础网格管理，夯实基层基础。 五是在暑

期安全防范上抓落实。 要抓好旅游市场

监管， 加强暑期学生团体活动安全管

理。 要坚决压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责

任，做好应急值守，健全防控机制，强化

责任追究。

市领导陈志英、 姚建明等参加会

议。

广州市召开视频会议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