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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日前，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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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央军委训
练管理部了解到，8项内容首
次写入了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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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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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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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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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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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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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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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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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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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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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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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纪律条令（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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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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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队列条令（试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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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解放军共同条令

解放军新一代共同条令修订中的8个首次

微信、QQ号登记备案入列

■新闻背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共同条令

海南自贸区怎么建，指导意见来了
2025年初步建立海南自贸港制度

新华社电 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分为十部分。

重大意义

有利于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有利于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有利于推动海南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造成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亮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总体要求

战略定位：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发展目标：
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
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2035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

跻身全球前列；
到本世纪中叶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

体系，成为综合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领先的地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创新促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体制机制

拓展旅游消费发展空间 提升旅游消费服务质量 大力推进旅
游消费国际化

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加强南海维权和开发服务保障能力建设 深化对外交往与合作
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加强区域合作交流互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健全改善民生长效机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完善人才发展制度

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 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保障措施

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政策保障 完善实施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