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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奋力开创新时代军队安全发展新局面

    ——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就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军队安全管理条例》答记者问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近日，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就《条例》的修订

颁发和贯彻落实有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问：安全管理是军队建设综合性、经常性的基础工作，新时代对军队安全管理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此次修订《条例》的基本考虑是什么？

    答：《条例》是军队安全管理的基本法规，是新时代加强军队安全管理的基本依据。

新条例的发布施行，对于加强军队安全管理、规范军队人员安全行为、促进部队全面建

设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根本要求。习主席高度

关注军队安全稳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安全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揭示

了军队建设发展过程中安全管理的特点规律，明确了新时代加强军队安全管理的任务要

求。修订发布新条例，就是把习主席关于安全管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以基本

法规形式固化下来，作为新时代加强军队安全管理的科学指南和行为准则。二是积极适

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强军战略的全面实施，军队安全领域管理

体制、职责分工、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条例》必须主动适应时代之变、战争之

变、改革之变，作出与新体制新职能新机制相协调的安全管理制度安排。三是有效解决

部队安全管理现实矛盾问题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军队安全工作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

点，新旧思想观念、新旧训练模式和新旧保障方式等激烈碰撞，各种不安全因素和风险

点显著增多，安全管控难度明显加大，迫切需要创新制度机制、完善方法手段来提高安

全管理质效。

    问：此次修订《条例》的指导思想和把握的重点是什么？

    答：此次修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

导，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聚焦备战打仗，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预防为主，坚持全面从严，坚持安全发展，重

构重塑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形成与使命任务相适应、与体制机制相协调、与特点规律相

符合的安全管理基本法规。主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突出思想引领，以习近平强军思

想，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确保军队安全管理工作始终保

持正确方向。二是突出时代特征，针对新时代军队安全管理主客观条件的深刻变化，对

《条例》涉及的职责分工、安全建设、监管重点、事故处置等进行调整完善，做到与时

俱进。三是突出实用可操作，注重把部队在教育训练、安全建设、风险评估、检查监

管、应急处置等方面带有规律性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使安全管理规定更为精确精细

精准，更加管用实用好用。四是突出专业科学，吸收国家行业领域的安全技术标准和知

名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注重发挥安全领域专家作用，提高军队安全管理的专业化、精

细化、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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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此次《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条例》共15章19节139条，系统明确了我军安全管理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以及安全教育、安全训练的主要内容和组织方法，规

范了各职能主体的安全管理职责、安全基础建设、安全分析预测、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

检查、安全监管的具体要求和主要内容，并对事故等级分类和事故应急处置、调查处

理、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了调整完善，其内容涵盖军队安全管理的各领域、各系统、各

环节，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所有单位、全体现役人员和文

职人员，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军队负责管理的其他人员的安全管理参照本条例

执行。

    问：《条例》对各级在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方面作了哪些规范？

    答：抓安全管理，主要是为了防范和处置事故，确保军队人员、装备、设施和财产安

全，必须综合施策、各尽其职、按级负责。《条例》全面贯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

种主建总原则，积极适应新体制新职能新要求，自上而下明确了全军各层级的安全管理

职责。其中，明确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军委训练管理部负责全军安全管理工作组织

协调，军委机关其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全军安全管理有关工作，合理切分军委机关

部门之间的安全管理职能界面。对战区、军兵种及大单位以下各级机关有关部门职责作

出相应明确。同时，还对军政主官、安全员安全管理职责作了调整完善。

    问：《条例》围绕服务备战打仗，加强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安全事故作了哪些制度创

新？

    答：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战斗力，必须把战斗力标准在军队安全管理中立起来、落下

去。《条例》着眼安全管理保证时间、人员、资源向备战打仗聚焦，坚持以战牵管、以

战促管和大安全观，体系设计法规约束、政策激励、资源统筹、监督检查和分析评价等

制度机制，首次对执行任务部队和军事目标的安全警戒、重大军事活动的安全监管和发

生事故的处置流程作出明确规范，形成适应现代军事发展和打赢未来战争需求的良好制

度环境。《条例》还着眼风险预控、关口前移，确保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受控范围内，推

行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明确对安全风险进行分级、分层、分

类、分专业管理，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加强管控，制定隐患治理方案，逐

一分解落实责任，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

    问：《条例》是如何处理军事训练和安全管理关系的？

    答：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就是训练与安全的

辩证法。《条例》把大抓军事训练与大抓安全管理有机统一起来，把安全管理贯穿军事

训练各领域和全过程，同向发力，同步推进，对安全防护、安全操作、应急避险、自救

互救的技能训练作出明确规定，着力提高军队人员防范事故的能力和素质，确保各项任

务圆满完成。同时，对军事训练中发生的事故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分的情形作出

明确。

    问：《条例》从哪些方面对安全基础建设作了具体规范？

    答：安全基础建设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保证人员、装备和财产安全的物质

基础。《条例》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规范：一是在安全设施设备方面，明确了各

单位的建设管理权责，对装备研制、信息系统开发等项目建设作出与安全设施设备建设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的刚性要求。二是在安全环境方面，明确了军事设施周

边环境安全距离和加强安全警戒的管控要求。三是在安全人才方面，明确了专业人才的

培养、选配、考核和专家队伍的建设、遴选、使用要求。四是在安全文化方面，明确了

氛围营造、平台建设、理论研究等内容，增强军队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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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条例》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军委机关业

务主管部门，对推动《条例》的学习贯彻有什么具体举措？

    答：下一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抓好督导落实：一是组织指导部队全面系统学习。

为了使全军部队更好地学习掌握《条例》，统筹协调《条例》修订课题组专家赴相关单

位进行宣讲授课、辅导解读。二是督导部队全面规范安全管理。指导各级紧密联系部队

实际，依据《条例》找准差距和薄弱环节，严密组织安全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和重

大安全问题防范，着力解决本单位安全管理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三是加强《条

例》贯彻落实的监督检查。把学习贯彻落实《条例》作为今年部队管理工作的一个主要

抓手，作为今年全军安全大检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推动《条

例》落到位踩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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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阅”龙王垭：茶旅融合助增收

湖北,龙王垭 6个小时前

小学生唱快板 光盘行动不能忘

6个小时前

家长注意了！万物皆可卡的“熊孩子”卡进了广告箱

熊孩子,安全,江西省,南昌市,救援,意识,支队,广告,行为,消防员 6个小时前

悠然庐山秋景如画 瞰绝美山湖“调色盘”

如琴湖,庐山,分外妖娆,色彩斑斓, 1天前

【脱贫攻坚 云龙在行动】“电商”打开农民致富新路子

联合社,云龙县,专业,种植,电商,方式,平台,销售,统一,农产品 2天前

国际女童日|保护“花朵” 从这些儿歌开始

3天前

江西芦溪：深山种药草 拓宽脱贫路

金线莲,种植,基地,湾村,杨家,贫困户,村民,帮扶,自然环境,芦溪县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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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镇痛日】你“痛”了吗？学会这几招可缓解

世界镇痛日,缓解 3天前

福建古村落｜茶市兴衰下梅村

5天前

飞“阅”云南宜良看民俗荟萃

宜良,昆明市,因美而宜,区域性,物阜民丰,总体,民俗,围绕,苗木,东部 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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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白鲟 沪伦通

2020年春运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京沪高铁 反垄断法

个人所得税法 病毒性肺炎

孙文斌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利比亚一军事学院遭空袭2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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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到 粥飘香 湖北宣恩：腊月花争艳 青海湖进入封冻期 多彩盐湖入画来

张又侠：努力争当科技强军先锋阅读下一篇

关注我们

俄白就今年首批石油出口价格达成一致 国家移民管理局：2019年出入境人员达6.7亿人次 武磊攻 客户端 搜索 频道 下一篇
张又侠：努力争当科技强军先锋

奋力开创新时代军队安全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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