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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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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订的解放军共同条令发布

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获悉， 解放军新的 《内务条

令》修订后共 15 章 325 条，主要

修订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重塑了内务建设的指导思

想和原则。 将“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全面从严治军”“推进治军方

式根本性转变”“‘四铁’ 过硬

部队”“‘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

人” 等重要思想和论述写入条

令， 充分体现习主席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和备战打仗等重大战略思想。

调整优化了军人职责规范。

按照改革后军队人员分类，规范

义务兵、士官、军官的基本职责，

充实不怕牺牲、 提高打仗本领、

忠诚勇敢、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等内容。 改变行将废止的条令按

照陆军部队编成规范主管人员

职责的方式，重点规范旅（团）、

营、连、排、班主管人员职责。

进一步规范了战备训练秩

序。 着眼塑造“打仗型”军队，把

规范内容进一步延伸到训练场、

野外和战场。 《内务条令》总则

中专门增写“聚焦备战打仗” 条

目，扩充节日战备的内容规范。

调整了军人着装规范。 对

“营区内” 是否戴军帽作了授权

性规范，将“军人非因公外出应

当着便服” 规定修改为“军人非

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着

便服” 。

从严规范了军人行为举止。 条

令进一步严格了官兵关系、礼节

礼仪、军容风纪等方面的制度规

范。 明确军人着军服不得戴非制

式手套、不得戴手镯（链、串），

以及不得在非雨雪天打伞、打伞

时应当使用黑色雨伞、通常左手

持伞的规定。

强化了维护官兵权益的规

范。 条令对保障官兵权益方面作

出了很多更加科学合理、人性化

的规范。 对各级落实休假制度的

基本要求、休假官兵的召回条件

及补偿办法作了规范，放宽了已

婚军官和士官离队回家住宿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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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获悉，解放军新的《纪律条令

（试行）》 主要针对五个方面内

容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共 10 章

262条。 在三大条令中，《纪律条

令》不仅诞生最早，也是修订次

数最多的，这是解放军《纪律条

令》的第 17次修订。

此次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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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规范，有利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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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调整优化奖惩项目。 新

增“八一勋章” 奖励项目，作为

军队最高奖项，授予在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

功勋的军队人员。 调整士兵处分

项目，区分义务兵、士官两类人

员分别进行规范，按照由轻到重

的处罚程度排序。

修订调整完善奖惩条件。 奖

励方面，细化了实战化军事训练

奖励条件，增加了执行海外军事

行动的奖励条款，充实培养“四

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凝聚军心

士气等方面的奖励情形。 惩处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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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对部分违纪行为提高处罚标准。

修订调整明确奖惩权限和

承办部门。 按照新的体制编制重

新明确了各级的奖惩权限。

此次修订还调整完善特殊

情形处理办法。 新增 “追授奖

励”“撤销奖励” 的实施条件，明

确“故意违纪”“过失违纪”“共

同违纪” 的认定标准，完善“从

轻处分”“从重处分”“免予处

分”“撤销处分”的原则办法。

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获悉，解放军新的《队列条

令（试行）》主要对三个方面

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共 10 章

89 条。

《队列条令（试行）》修订

最大的亮点是充实完善仪式规

范。 按照聚焦实战、立足实际、

注重实效的原则，条令将现有 3

种仪式（晋衔、授枪、纪念）整

合增加至 17 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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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令规范了组织各类仪式的时

机、场合、程序和要求，将进一

步激励官兵士气、展示我军良好

形象、激发爱国爱军热情。 在纪

念仪式、军人葬礼仪式等活动中

设置鸣枪礼环节。

条令调整队列活动的基准

单位属性。 主要以不体现军兵种

属性的班、排、连、营、旅级建制

单位， 代替陆军属性的摩托化

（装甲） 步兵建制单位为基准，

规范日常队列活动。

条令还增加营门卫兵执勤

动作规范。 明确了营门卫兵查验

证件、交接班、武器操持等执勤

动作规范，为部队卫兵正规化执

勤提供依据。

具体修改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主要对六个方面内容进行修订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主要对五个方面内容进行修订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主要对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修订

据新华社电 美国副总统彭斯

14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说， 美国政府

已经做好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

备，并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

取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

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美法英三

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

取得了“极大成功” ，打击了叙利亚

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

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军事

打击， 彭斯说，“美国确信叙利亚政

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 。 他说，叙

利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

武器，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

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 “化学武器袭

击” 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事件发

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府动武。美国

东部时间 13 日晚，特朗普宣布，已下

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事

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

叙利亚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明

说，叙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法

国对叙发动导弹袭击，这一袭击再次

表明美英法对国际法的蔑视，此举将

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

安全。叙政府还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美

英法对叙的此次袭击。

据新华社电 叙利亚军方 14

日发表声明，宣布全面收复大马士

革东郊东古塔地区。

声明说，随着最后一批反政府

武装撤离东古塔地区杜马镇，政府

军现已全面解放东古塔，“军方取

得重大胜利，整个东古塔地区的恐

怖主义被清除” 。

声明说，目前拆弹小组正在清

除武装分子留在广场和街道上的

爆炸物，为下一步政府军进驻及民

众返乡做准备。军方在杜马发现了

大量地道和武器弹药制造场所，还

发现一些粮仓，储存着本应分发给

民众的食物。

声明还说，在叙利亚军队及其

盟友在东古塔地区的军事行动取

得重大进展之际，美国、法国、英国

向叙利亚“发动侵略” ，叙防空系

统进行了回击。

美副总统称：

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叙利亚军方宣布全面收复东古塔地区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电 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24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 主题为 “科学抗癌， 关爱生

命” 。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 １５

日表示， 我国肿瘤防控需注重降

低发病率、提高早诊率、提高生存

率、推进服务规范化，促进全生命

周期健康。

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 350 万，

死亡病例超 200 万，肺癌、乳腺癌、

胃癌等是最常见的癌症。 癌症防治

难度大、疾病负担重，已成为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之一。

研究显示，我国总体癌症 5 年

生存率为 30％左右， 较发达国家

仍有不小差距。 中国工程院院士、

肿瘤病因学专家程书钧说，一些基

层地区肿瘤的早期筛查、诊断水平

有限， 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

老龄化加速、环境污染增多、高脂

饮食习惯等也为肿瘤防控带来新

挑战。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防

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将高发地

区重点癌种早诊率提高到 60％。实

施慢性病早诊早治，降低高危人群

发病风险。 推广应用癌症个体化规

范治疗方案，降低患者死亡率。

“实现个体化最佳治疗要做好

‘顶层设计’ 。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副院长蔡建强表示，癌症防

治应完善多学科团队临床诊疗规

范，根据癌症种类和疾病分期决定

综合治疗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内科学

专家孙燕提示公众，尽量远离致癌

因素，注意控制癌前疾病和癌前病

变，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戒烟限酒、

平衡膳食、心情舒畅可有效减少癌

症发生。

我国每年新发

癌症病例超350万

据新华社电 英国媒体 15 日

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如果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破坏英

国基础设施，英国将考虑对俄罗斯

发动“网络反击战” 。

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报

道， 英国情报机构一名负责人说，

政府通信总部将继续曝光俄罗斯

黑客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径让人

无法容忍。 英国情报机构网络部门

需加派人手以应对威胁。

按这名负责人的说法，“中

毒” 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黑客可能

发布有关英国政界人士和高官的

“尴尬信息” ，英国正在准备应对。

最近一个多月，英俄关系因俄

前特工“中毒” 事件陷入冰点。 此

外，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军事

打击叙利亚，招致俄罗斯谴责。

早在今年 1 月，英国国防大臣

加文·威廉姆森就抛出 “俄罗斯威

胁论” ， 称俄罗斯可能暗中研究英

国的供电网络等基础设施，试图以

网络攻击等形式进行破坏，从而重

创英国经济，制造混乱。

英欲对俄打

“网络反击战”

■新闻速递

包括《内务条令（试行）》《纪律条令（试行）》等；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