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共同条令

指新条令对一些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项进
行了更加人性化的规范，情暖兵心。比如，新条令对
落实休假制度、召回休假官兵的条件及补偿办法都
作了规范。放宽了已婚军官和士官离队回家住宿的
条件，明确“配偶在驻地长期工作或者生活的”休息
日和节假日可以统一安排轮流回家住宿，下午操课
结束后即可离队。在军人亲属临时来队保障方面，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安排车辆接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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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修改内容的分量重。这次共同条令修订最核
心的是，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令，通篇贯穿、处
处体现，以军队基本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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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分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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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立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军的标准。新增加的
“纪律的主要内容”一章，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
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条令还坚持执纪从严，违纪必
纠，违反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重大决策失误、监
督执纪不力、擅自离队等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指围绕服务备战打仗进行了创新性规范。把聚
焦备战打仗作为本次条令修改的根本出发点和着
力点，在《内务条令（试行）》总则中专门增写“聚焦
备战打仗”条目；三大条令均对备战打仗内容进行
了章节新增、内容充实等形式的修改，涉及到军事
训练管理、日常战备、战法研究、战法创新和训风演
风考风等，突出体现了军队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

实

细

指的是内容详实，实在管用。本次修改，调整充
实了一批操作性较强的制度规范。比如，取消了原
来需经团以上单位首长批准方可使用移动电话的
限制条件；军人在网络购物、邮寄物品、使用共享交
通工具等需要填写单位、身份等信息时，不得涉及
部队番号和其他军事秘密。

指新条令覆盖内容广，考虑问题细。比如，针对
军人着军装打伞的问题，条令明确规定，军人着军
装时，通常左手打黑色雨伞。在实施“鸣枪礼”环节
时，条令明确了礼兵人数、鸣枪次数、枪口朝向和动
作要领。条令如此细致的规定，将杜绝与之相悖的

“土政策”“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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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一代共同条令发布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试行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试行）》（）》（统称共同条令统称共同条令），），自自20182018年年55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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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贯彻
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坚持““五个更加注重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战略指导，，适应军委管总适应军委管总、、战区主战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军种主建新格局，，把全面从严治军要把全面从严治军要
求体现在条令的各个方面求体现在条令的各个方面，，增强了时代性增强了时代性、、科学性科学性、、精准性和操作性精准性和操作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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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颁布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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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国防和全面推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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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首次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

习近平强军思想通篇贯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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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对军纪内容作出系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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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对加强军训管理作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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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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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明确要求军人体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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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要求军人微信QQ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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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明确女军人孕期可住公寓

条令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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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15日，成都市买房摇号细则出炉，确定
了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将优先摇号优先选房，并提出，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当地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按不低于当期准售房源总量的10%公开用于棚改
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购买”。对于一系列有关棚改住
户摇号政策的热点问题，市房协近日做出了详细解读。

政策适用对象
国有土地上的搬迁改造项目

棚改住户在享受棚改优先购房政策时，具有一系
列的优势。每批次参与摇号选房的楼盘，房地产开发
企业都会按不低于当期准售房源总量10%的房源公
开用于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购买，此外，棚改住
户还将先于刚需家庭、普通登记购房人摇号。

如果棚改住户的摇号排序号在本批次支持棚改
货币化安置住户房源总量以外，还可以和普通登记购
房人一起再摇一次号；如果棚改住户的摇号排序号在
本批次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房源总量以内，或按
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摇号排序结果依序递补选房的，
棚改住户要先于刚需家庭、普通登记购房人选房，且
选房范围为本批次全部准售房源，选择余地更大。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棚改优先购房政策对
拆迁住户的拆迁项目有着严格规定。享受棚改优先购
房政策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拆迁住户的拆迁项目必
须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改造项目，且能够通过成
都市房屋征收管理系统打印出《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非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备案表》。

补偿协议生效后
一旦购房不再享受优先政策

据市房协有关负责人介绍，安置补偿协议生效时
间一律以《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非征收）补偿
安置合同备案表》上记载的项目生效时间为准，与协
议签订时间无关。那么，是否安置补偿协议生效时间
在2016年10月1日之前的棚改住户是不是就无法享
受棚改优先购房政策了？

该负责人表示，原则上无法享受该政策。但若经核
实，安置补偿协议生效时间在2016年10月1日之前，而
发放货币化安置费用时间在2016年10月1日之后的，
仍可享受该政策。如果在2016年10月1日之前已经部
分或全额发放了货币化安置费用，则不能享受该政策。

享受购房政策
只能在被改造房屋所处区域内

《成都市商品住房公证摇号选房规则指引（试
行）》中明确提出，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以改造范围
为区域认定标准。

对此，该负责人表示，与刚需家庭、普通登记购房
人不同的是，判断棚改住户能否在某个区域享受棚改
优先购房政策，是看被搬迁改造房屋所处的区域位
置，与其户籍等其他因素无关。

此外，该《指引》中还规定了棚改住户享受优先购
房要根据“拆一购一”的原则。

该负责人介绍，这一原则包含了三方面内容。
首先，一套房一个指标。不管被搬迁改造的房屋

是单独所有还是共同所有，该房屋对应的享受棚改优
先购房政策的指标只有一个；

第二，一套房一次机会。不管是限购区域还是非
限购区域，只要棚改住户的摇号排序号在任何一个批
次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房源总量以内，就视为已
经享受了棚改优先购房政策，不能再重复享受；

第三，一套房一张“房票”。棚改住户只能获得一
张《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非征收）补偿安置合
同备案表》，即通常所称的“房票”，核验购房资格时需
将原件提交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就是说，棚改住户不
能凭借一张“房票”同时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项目申
请享受棚改优先购房政策。

中签后放弃资格
以后不再享受优先购房政策

如果棚改住户的摇号排序号在本批次支持棚改
货币化安置住户房源总量以内，但放弃了购房资格，
能不能申请退还《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非征
收）补偿安置合同备案表》呢？

答案是不能。
该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棚改住户在摇号和选房方面

具有很大的优势，为保障其他棚改住户、刚需家庭、普通
登记购房人的权利，棚改住户的摇号排序号在本批次支
持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房源
总量以内，出现未能与房地产
开发企业签订购房合同的任
何情形，包括在公布的时间段
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未能达成
选房合意、放弃选房资格、选
房后退房等等情形，都不能再
享受棚改优先购房政策，备案
表也不予退还。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市房管局公布
棚改住户摇号选房细则

一房一“票”
不能跨区选房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及其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为加强对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间谍行为
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的

举报受理工作，自 2018 年 4 月 15
日起，国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
报受理平台网站www.12339.gov.
cn，接受组织和个人的举报信息。
国家安全机关将依法受理举报信
息并对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法举报
的行为予以保密。对举报属实、为

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
国家安全机关将予以奖励；如借
举报名义故意捏造、谎报情况或
诬告他人的，妨碍国家安全机关
工作或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
的，国家安全机关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

国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

具体如何优先摇号选房？
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限制？

能不能跨区选房？

新闻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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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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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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