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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解放军共同条令发布
新增军人网络购物、新媒体使用等行为规范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5 日 电
（记者 黎云 刘济美）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
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
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
条令（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
列条令（试行）》（统称共同条令），
自 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全面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
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五个更加
注重”战略指导，适应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把全
面从严治军要求体现在条令的各
个方面，增强了时代性、科学性、
精准性和操作性，是新时代军队
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法规和全体军
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
的共同条令颁布施行，对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内务条令

新增心理咨询等方面要求

由 原 来 的 21 章 420
条，调整为 15章 325条，明
确了内务建设的指导思想
和原则，坚持政治建军、改
革强军、科技兴军、依 法 治
军，聚焦备战打仗，着 眼 新
体制新要求，调整规范军队
纪律条令

单位称谓和军人职责，充实
日常战备、实战化军事训练
管理内容要求；着眼从严管
理科学管理，修改移动电话
和互联网使用管理、公车使
用、军容风纪、军旗使 用 管
理、人员管理等方面规定，

新增军人网络购物、新媒体
使用等行为规范；着眼保障
官兵权益，调整休假安排、
人员外出比例和留营住宿
等规定，新增训练伤防护、
军人疗养、心理咨询等方面
要求。

调整奖惩项目设置、奖惩权限

由原来的 7章 179条，调
整为 10章 262条，围绕听党
指挥、备战打仗和全面从严治
军，提出了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作战纪律、训练纪律、工作
纪律、保密纪律、廉洁纪律、财
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
队列条令

5 月 1 日起施行

10个方面纪律的内容要求；充
实思想政治建设、实战化训练、
执行重大任务、科技创新等奖
励条件；新增表彰管理规范，对
表彰项目、审批权限、时机等作
出规范，同时取消表彰与奖励
挂钩的相应条款；充实违反政

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降低战
备质量标准、训风演风考风不
正、重大决策失误、监督执纪不
力等处分条件；调整奖惩项目
设置、奖惩权限和承办部门，增
加奖惩特殊情形的处理原则和
规定。

新增誓师、凯旋等 14 种仪式

由原来的 11章 71条，调
整为 10章 89条，着眼进一步
激励官兵士气、展示我军良好
形象、激发爱国爱军热情，新

增誓师、组建、凯旋、迎接烈士
等 14种仪式，规范完善各类
仪式的时机、场合、程序和要
求；调整细化阅兵活动的组织

程序、方队队形、动作要领；调
整队列生活的基准单位和武
器装备操持规范，统一营门卫
兵执勤动作等内容。

■新闻背景

解放军的共同条令

新一代共同条令中的 8 个首次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刘济美 张子明）

解放军的共
同条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内
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
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
令》，人们习惯把它们称为三大
条令，也被统称为“共同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
令，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军队
日常活动，包括建立正规的战
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等最
基本的行为规范。三部条令互
相补充、共同形成相对完整的
规范体系。
“共同条令”这个称谓是
从 1951年开始的，当时为适
应我军建设从比较低级的阶
段进到高级阶段，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提出要“制定共同条
令，统一全军的纪律和制度”。
在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
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主持
下，各项军事法规的制定工作
全面展开，从此，《内务条令》
《纪律条令》《队列条令》 三部
条令并在一起颁布，合称为共
同条令。共同条令是从领率机
关到基层部队，从高级将领到
普通士兵都必须共同遵守的
基本法规。
其中，《内务条令》是全军
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内外关系以
及正规的内部秩序，履行职责，
培养优良作风和进行行政管理
的依据；《纪律条令》是全军维
护纪律、实施奖惩的依据；《队
列条令》是全军队列训练和队
列生活的依据。共同条令不仅
规范了军人的行为模式，而且
规范了军人行为的法律后果。
在众多的军事法规中，共同条
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基本法
规，是保障我军各项法规贯彻
执行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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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令，通篇贯穿，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下
来。在新条令总则中，原文引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四个意识”
“三个维护”
“五
个更加注重”和“四铁”过硬部队、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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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战
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廉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
10个方面内容写入新条令，强化官兵纪律意识，增强纪律观念，进而在行动中自觉
遵照执行，确保军队令行禁止、步调一致。
首次对加强军事训练中的管理工作作出系统规范，立起从严治训的新标准。坚
持全程从严，在《内务条令（试行）》中专门设置军事训练管理章节，在《纪律条令（试
行）》中明确了训风演风考风不正、降低战备质量标准、不落实军事训练考核要求等
违纪情形的处分条件。
首次集中规范军队主要仪式，明确了多种仪式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加。对升国
旗、誓师大会、码头送行和迎接任务舰艇、凯旋、组建、转隶交接、授装、晋升（授予）
军衔、首次单飞、停飞、授奖授称授勋、军人退役、纪念、迎接烈士、军人葬礼、迎外仪
仗等 17种军队主要仪式进行了规范，并在多种仪式中明确，可以邀请军人亲属参
加，以增强军人的职业荣誉感和家庭成就感。
首次明确设置军队仪式中的“鸣枪礼”环节。在为“参加作战、训练和执行其他
重大军事行动任务牺牲的军人”举行葬礼仪式，以及纪念仪式中设置“鸣枪礼”环
节，并明确了礼兵人数、鸣枪次数、实施步骤、动作要领等规范，以更好地表达对烈
士的褒奖、悼念和尊重。
首次明确了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条令明确“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
练标准，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把训练标准转化为对每名军人的强制行为
规范，体现了对新时代军人素质形象的更高要求。
首次对军人和军事单位的网络信息行为进行全面规范，为部队管理提供了依
据。新条令取消了因工作需要并经团以上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的限定
条件，明确“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对使用人
员的姓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品牌型号，以及微信号、QQ号等进行登记
备案”。明确“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
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
首次明确“女军人怀孕和哺乳期间，家在驻地的可以回家住宿，家不在驻地的
可以安排到公寓住宿”。新条令对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事项也作了更加科
据新华社
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工业转型升级
促经济稳中向好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
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司
长文兼武 15日介绍，近年来，随
着新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落实，
我国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动能转
换、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不同经济
类型企业稳定较快发展，促进了
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
展态势的确立。
国有企业持续做优做强。
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国有控股
工业企业拥有资产总计 42.5万
亿元，比 2012年增加 11.3万亿
元，年均增长 6.4%。一方面，国有
企业在重要战略性领域保持控制
地位。另一方面，国企在一般竞争
性领域逐步退出。
私营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工
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统计显
示，2017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
企业数量 22.2万家，比 2012年
增加 3.3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量的比重达到 57.7%。
“中国市场化改革一直强调
和鼓励多种所有制发展和多种
市场主体共存。随着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大众创
业蔚然成风，私营新增市场主
体快速增加，成为近年来工业
企业单位数量变化的显著特
征。”文兼武说。
“潜龙三号”
首次亮相
新华社“大洋一号”4 月 15
日电（记者 刘诗平）

搭载“潜龙三
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和 70名科
考队员的“大洋一号”科考船 15
日从厦门起航，奔赴南海执行
“大洋一号”综合海试 B航段科
考任务。这也是目前我国最先进
的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
首次出海。
本航段首席科学家蔡巍说，
本航段主要是通过使用“大洋一
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
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
“潜龙”系统潜水器的发展。“潜
龙三号”将进行海试，对其主要
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并根
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
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
性应用。按照计划，科考队将完
成“潜龙三号”的海上试验与验
收；完成 EM122多波束系统的
标定和验收；完成国产超短基线
基阵的标定；开展 1000米级多
金属结核采集系统海试区的选
址与环境基线调查；开展天然气
水合物试采区及邻近区域地质
和环境调查。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波表示，“潜龙三号”是我国自
主研发的潜龙系列潜水器的新成
员，以深海复杂地形条件下资源
环境勘察为主要应用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