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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防防 我我们们共共同同的的事事业业
关关注注——————大大型型主主题题报报道道

服务打仗,提升核心动员能力
———山东省日照市大力推进国防动员建设纪实

■张立春 刘 君 本报记者 卢 军

山东省日照市地处黄海前哨，这

里拥有深水良港，海陆交通便利，战

略地位重要。近年来，该市军地着眼

担负的使命任务，服务练兵打仗，大

力加强核心动员能力建设，有力地推

进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了“ 党

政牵头、军地联动、陆海同步、社会齐

动”的日照动员模式。

大数据：国防动员建设
插上信息化翅膀

7 月中旬的一天，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日照－2015”国防动员实战化演

练拉开帷幕。这次演练依托国防动员

指挥信息平台异地同步实施，市县乡

三级联动，是该市近年来组织的规模

最大的一次国防动员实战化演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依托地方应

急指挥网、公安专网、政务专网、通信

专网等网络手段构建起的国防动员指

挥信息控制平台上，近海海域船舶、重

要交通干线、水文气象信息、数字地理

信息等情况，实时呈现在指控中心的

电子大屏幕上，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指

挥作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敌情”出现，指挥部通过国

防动员指挥信息平台迅速下达指令，

交通战备、人民防空、科技信息、战场

救护等应急力量集结和物资器材征集

按程序有条不紊地实施展开……军分

区司令员张泉感慨地说，“大数据”为

国防动员插上了信息化翅膀！

记者了解到，针对国防动员信息

资源共享不顺畅，互不联通、互不 兼

容，融合水平不高的问题，这个市 按

照综合集成、军地共享、实战实用 的

思路，以大数据、物联网为支撑，对国

防动员指挥操作平台、无线传输网络

等进行有机整合改造，将海防管控、

交通监控、数字地图信息等信息资源

综合接入，对公安、海事、渔政、边防

等信息网络进行融合共享，建立与市

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同频共振的国防动

员指挥中心，构建纵贯市县乡三级、

横联各专业动员领域的国防动员综合

信息系统，实现了国防动员信息化、

数字化、可 视 化 和 精 确 化 的 建 设 目

标，使指挥控制行动实时高效和快捷

精准。这次演练，共设置 36 处视频采

集点，实兵演练课目以视频实时回传

至指挥部，指挥部和各中心要素利用

信息平台采集数据、流转信息、辅 助

决策，大大提高了决策指挥效能。

大联训：打造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铁拳

前不久，日照军分区作战值班室

接到岚山区人武部报告：“某部在前三

岛海域组织实弹射击时，有可疑船只

靠近……”军分区迅速启动《应对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派出海上民兵警戒分

队 40 余人赶赴事发海域，与当地海事、

海洋渔业、海警等部门联手控制了可

疑船只。

该市着眼战时支前保障和应急作

战任务，按照“常态化、专业化、规范化”

的要求，调整组建战备执勤、抢险救灾、

反恐维稳、防化救援等“一队多能”的常

态化应急应战力量。突出抓好海上新型

动员力量建设，制定下发《组织海上民

兵建设探索实践方案》，依托日照港、阜

鑫渔港、岚桥化工等 29 家涉海企业，编

设海上运输、海上救援、海防战备、综合

补给等一批海上民兵分队。

为打造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拳

头力量，他们实施“大联训”。

健全组织体系，实现“指挥联”。针

对军地单位较多、指挥机制各异的实

际，他们在海防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

落实会议情况通报、军地联防联训、联

合执勤执法等工作制度，转入战时体制

演练时，依托部队开设联合指挥所，实

施精确高效的联合指挥。

加强联训联演，实现“行动联”。年

初，由军分区牵头围绕战时担负的任

务，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军地联训联演计

划和实施细则，明确对象、内容、时间、

方法和保障措施，突出抓好军事基础训

练、海上适应性训练、海上合同训练等

课目演训活动；利用作战部队海训有利

时机，突出海上应急救援、警戒防卫、联

合管控、战备执勤、情报侦察等要素，适

时组织海上民兵与海训部队进行支前

保障、装卸载等课目的联训联演活动，

提高军地海上联训联演保障能力。

大纳入：由国动委独奏
向党政军民合唱转变

“未来战争怎么打，国防动员工作

就要怎么准备。只有紧紧跟上时代步

伐，不断探索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动员方

法路子，才能有效履行使命。”军分区政

委魏福旺告诉记者，坚持“军地一体、整

体推进”抓国防动员工作，是该市党政

军领导的一致共识。

他们重点围绕“三个搞清”，即搞清

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搞清动员潜力有什

么、搞清战时能提供什么，将国防动员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

科学发展考评体系、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区县人民武

装部建设的意见》等 12 个指导性文件。

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国防观念淡化、融合

意识不强的问题，严格落实第一书记述

职、现场办公、过军事日等制度，组织开

展关心国防建设“双十佳”人物评选活

动，各级抓国防动员工作的事业心责任

感显著增强，较好地实现了由国动委独

奏向党政军民合唱的转变，形成了“党

政牵头、军地联动、陆海同步、社会齐

动”的日照动员模式。

与此同时，该市还注重加强国防

动员潜力储备，提升战时支援保障能

力。按照“科教兴市”战略，建立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1 家、院士工作站 5
家，落实重点合作项目 120 余个。当地

昌华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阿掖山

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入选省首批

应急动员保障企业目录，提高了民用

信息资源的国防效能。

上海推进国防教育有新举措

首家军民融合发展专题网站上线
本报讯 徐琪忠、记者丁绍学报道：

8 月下旬，上海首家军民融合发展专题

网站《国防瞭望网》在沪开通上线。上海

警备区副政委、上海市国防教育联席会

议秘书长孙进介绍说，这是上海市推进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拓展国防教育社会

化平台的一个创新之举。

记者登录该网站看到，网站设有国防

动态、军民融合发展、双拥之窗等 12 个栏

目，涵盖国防知识普及、政策法规解读等

内容，既能帮助网民提高国防观念，也全

面搭建了一个军民交流的官方平台。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

事，也是每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事。”上海

市国防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许俊文说，开通

这个网站，就是要搭建拥军优属、军民融

合的社会化交流平台，在全社会营造人人

关心国防、人人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

据悉，该网站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

导，上海市国防教育基金会、上海市国防

教育办公室、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上

海建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上海

建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

透露，《国防瞭望网》 将致力搭建军队需

求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平台，做到既为军

队国防建设贡献技术、智力支持，又能使

企业从中取得经济收益，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牢记职能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山东省日照市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刘星泰

国防动员服务打仗、保障打赢，是

联系军事与经济、军队与社会、平时与

战时的桥梁和纽带，关乎国家安全与发

展全局。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立足支

援作战、保障作战的根本职能，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全面

提升战时核心动员能力。

着眼形势任务要求，注重在凝聚共

识中强化责任担当。国防动员建设是党

和国家一项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是和平

时期积蓄国力、巩固国防的长期性、战略

性工程。军地各级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充分

认清国防动员工作的地位作用，把加强

国防动员建设作为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

重要内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

务，作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证，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深化认识，摆正位

置，强化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成效。

着眼军事建设需求，注重在任务牵

引中提升动员能力。军事需求搞不清、

搞不准, 打仗与动员就不能有机衔接，

战场与市场就无法有效对接，军需与民

用就难以协调一致。只有着眼未来战场

需要什么，紧贴军事保障需求，深入挖

掘动员潜力，准确评估动员能力，切实

搞清战时后方支援保障能提供什么，才

能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实战化建设水平。

着眼海防地位作用，注重在军地融

合中加强力量建设。日照地处山东海防

沿线“南大门”，是全国重要港口城市。近

年来，随着海上突发事件等不稳定因素

增多，海防和沿海治安管控任务日益繁

重。日照积极适应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和海

防战备转型需要，在编实建强海上动员队

伍、加强实战化训练演练上下工夫，全力

打造打仗型动员力量。同时，我们把海防

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及时研判海

防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加强海上管

控的方法路子，着力构建军民深度融合、

海陆统筹一体的新型沿海防卫格局。

山东省日照市大力加强海上民兵建设，编实建强民兵专业技术分队。

图为岚山区海上民兵正在警戒。 张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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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间谍、防窃密，这些在小说和电

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前不久就在海

南省临高县渔民黄运来身边上演了。

那天，黄运来正在三亚市一浅滩

处捕鱼。“我收网时感觉很重，还以为

是条大鱼。”满心期待的黄运来和船工

们把“大鱼”捞出海面仔细一看，竟是

一枚类似鱼雷的物体。

当时船工都怕这个怪物爆炸，提

议扔回海里。而黄运来觉得此事有些

蹊跷，便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作了报

告。经过权威部门技术分析，确定了这

是一枚海底无人潜航器，具有水下照

相、光纤通讯和卫星通讯等功能。

军事专家指出，该海底无人潜

航器是某国海军在我海域秘密投放

的，既能搜集我重要海域内各类环

境数据，又能探测获取我海军舰队

活动动向。“投放这种水下侦听设备

等于把望远镜、观瞄器材架在了我

们的家门口，对我构成了重大的安

全隐患。”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国家

和地区对我领海的侦察、监测的行为

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广大群众尤其

是涉海疆涉边境省份的居民，一定要

树立国家安全无小事的观念，发现线

索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海南省国家

安全厅有关人士说。

平静的海面之下，潜藏着危机。

对此，海南军地近年来加快构建海上

信息安全防范网络。他们在加强专业

技术防范和部署的基础上，大力提高

渔民海上信息获取、传送技能和应急

处突能力，利用海上民兵训练时机，

将所有渔民纳入其中，通过操作演

示、现地联系、考核验收等方式帮助

渔民熟练掌握北斗定位系统、大功率

电台、卫星电话等装备操作技能；编

撰海上常见问题 100 问，明确各种海

上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则和流程，并逐

个进行场景模拟训练和考核，促进大

家熟练掌握，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及时

合理处置。

今年 5 月，有渔民在西沙九章岛

附近发现了一艘可疑船只，船上的人

不像渔民，而且也不打鱼。渔民们马

上拍下照片，并用卫星电话上报给省

军区……

“积极维护国家安全，这既是我

们的使命，也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义

务。”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面对别

有用心国家的高技术侦察，我们必

须在加强技术防范的同时，把安全

体系全面向海上扩展，为国家安全

提供坚实保障。

编辑点评 ■韩国贤

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自古兵机贵于密。保密工作，直接

关系到军队的生存与发展、战争的胜

利与失败，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生死

攸关的大事。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军

事领域竞争不断加剧，信息资源争夺

控制异常激烈。做好保密工作对于维

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赢得战略主

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因

而，保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

抓紧不能放松，只能从严不能懈怠。

特别是随着隐蔽战线斗争日益

激烈、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保密

防范难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保密工

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挑战更严峻。

我们必须根植于人民，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的伟力，从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服务打仗,提升核心动员能力
———山东省日照市大力推进国防动员建设纪实

■张立春 刘 君 本报记者 卢 军

山东省日照市地处黄海前哨，这

里拥有深水良港，海陆交通便利，战

略地位重要。近年来，该市军地着眼

担负的使命任务，服务练兵打仗，大

力加强核心动员能力建设，有力地推

进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了“ 党

政牵头、军地联动、陆海同步、社会齐

动”的日照动员模式。

大数据：国防动员建设
插上信息化翅膀

7 月中旬的一天，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日照－2015”国防动员实战化演

练拉开帷幕。这次演练依托国防动员

指挥信息平台异地同步实施，市县乡

三级联动，是该市近年来组织的规模

最大的一次国防动员实战化演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依托地方应

急指挥网、公安专网、政务专网、通信

专网等网络手段构建起的国防动员指

挥信息控制平台上，近海海域船舶、重

要交通干线、水文气象信息、数字地理

信息等情况，实时呈现在指控中心的

电子大屏幕上，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指

挥作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敌情”出现，指挥部通过国

防动员指挥信息平台迅速下达指令，

交通战备、人民防空、科技信息、战场

救护等应急力量集结和物资器材征集

按程序有条不紊地实施展开……军分

区司令员张泉感慨地说，“大数据”为

国防动员插上了信息化翅膀！

记者了解到，针对国防动员信息

资源共享不顺畅，互不联通、互不 兼

容，融合水平不高的问题，这个市 按

照综合集成、军地共享、实战实用 的

思路，以大数据、物联网为支撑，对国

防动员指挥操作平台、无线传输网络

等进行有机整合改造，将海防管控、

交通监控、数字地图信息等信息资源

综合接入，对公安、海事、渔政、边防

等信息网络进行融合共享，建立与市

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同频共振的国防动

员指挥中心，构建纵贯市县乡三级、

横联各专业动员领域的国防动员综合

信息系统，实现了国防动员信息化、

数字化、可 视 化 和 精 确 化 的 建 设 目

标，使指挥控制行动实时高效和快捷

精准。这次演练，共设置 36 处视频采

集点，实兵演练课目以视频实时回传

至指挥部，指挥部和各中心要素利用

信息平台采集数据、流转信息、辅 助

决策，大大提高了决策指挥效能。

大联训：打造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铁拳

前不久，日照军分区作战值班室

接到岚山区人武部报告：“某部在前三

岛海域组织实弹射击时，有可疑船只

靠近……”军分区迅速启动《应对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派出海上民兵警戒分

队 40 余人赶赴事发海域，与当地海事、

海洋渔业、海警等部门联手控制了可

疑船只。

该市着眼战时支前保障和应急作

战任务，按照“常态化、专业化、规范化”

的要求，调整组建战备执勤、抢险救灾、

反恐维稳、防化救援等“一队多能”的常

态化应急应战力量。突出抓好海上新型

动员力量建设，制定下发《组织海上民

兵建设探索实践方案》，依托日照港、阜

鑫渔港、岚桥化工等 29 家涉海企业，编

设海上运输、海上救援、海防战备、综合

补给等一批海上民兵分队。

为打造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拳

头力量，他们实施“大联训”。

健全组织体系，实现“指挥联”。针

对军地单位较多、指挥机制各异的实

际，他们在海防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

落实会议情况通报、军地联防联训、联

合执勤执法等工作制度，转入战时体制

演练时，依托部队开设联合指挥所，实

施精确高效的联合指挥。

加强联训联演，实现“行动联”。年

初，由军分区牵头围绕战时担负的任

务，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军地联训联演计

划和实施细则，明确对象、内容、时间、

方法和保障措施，突出抓好军事基础训

练、海上适应性训练、海上合同训练等

课目演训活动；利用作战部队海训有利

时机，突出海上应急救援、警戒防卫、联

合管控、战备执勤、情报侦察等要素，适

时组织海上民兵与海训部队进行支前

保障、装卸载等课目的联训联演活动，

提高军地海上联训联演保障能力。

大纳入：由国动委独奏
向党政军民合唱转变

“未来战争怎么打，国防动员工作

就要怎么准备。只有紧紧跟上时代步

伐，不断探索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动员方

法路子，才能有效履行使命。”军分区政

委魏福旺告诉记者，坚持“军地一体、整

体推进”抓国防动员工作，是该市党政

军领导的一致共识。

他们重点围绕“三个搞清”，即搞清

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搞清动员潜力有什

么、搞清战时能提供什么，将国防动员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

科学发展考评体系、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区县人民武

装部建设的意见》等 12 个指导性文件。

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国防观念淡化、融合

意识不强的问题，严格落实第一书记述

职、现场办公、过军事日等制度，组织开

展关心国防建设“双十佳”人物评选活

动，各级抓国防动员工作的事业心责任

感显著增强，较好地实现了由国动委独

奏向党政军民合唱的转变，形成了“党

政牵头、军地联动、陆海同步、社会齐

动”的日照动员模式。

与此同时，该市还注重加强国防

动员潜力储备，提升战时支援保障能

力。按照“科教兴市”战略，建立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1 家、院士工作站 5
家，落实重点合作项目 120 余个。当地

昌华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阿掖山

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入选省首批

应急动员保障企业目录，提高了民用

信息资源的国防效能。

上海推进国防教育有新举措

首家军民融合发展专题网站上线
本报讯 徐琪忠、记者丁绍学报道：

8 月下旬，上海首家军民融合发展专题

网站《国防瞭望网》在沪开通上线。上海

警备区副政委、上海市国防教育联席会

议秘书长孙进介绍说，这是上海市推进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拓展国防教育社会

化平台的一个创新之举。

记者登录该网站看到，网站设有国防

动态、军民融合发展、双拥之窗等 12 个栏

目，涵盖国防知识普及、政策法规解读等

内容，既能帮助网民提高国防观念，也全

面搭建了一个军民交流的官方平台。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

事，也是每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事。”上海

市国防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许俊文说，开通

这个网站，就是要搭建拥军优属、军民融

合的社会化交流平台，在全社会营造人人

关心国防、人人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

据悉，该网站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

导，上海市国防教育基金会、上海市国防

教育办公室、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上

海建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上海

建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

透露，《国防瞭望网》 将致力搭建军队需

求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平台，做到既为军

队国防建设贡献技术、智力支持，又能使

企业从中取得经济收益，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牢记职能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山东省日照市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刘星泰

国防动员服务打仗、保障打赢，是

联系军事与经济、军队与社会、平时与

战时的桥梁和纽带，关乎国家安全与发

展全局。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立足支

援作战、保障作战的根本职能，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全面

提升战时核心动员能力。

着眼形势任务要求，注重在凝聚共

识中强化责任担当。国防动员建设是党

和国家一项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是和平

时期积蓄国力、巩固国防的长期性、战略

性工程。军地各级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充分

认清国防动员工作的地位作用，把加强

国防动员建设作为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

重要内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

务，作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证，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深化认识，摆正位

置，强化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成效。

着眼军事建设需求，注重在任务牵

引中提升动员能力。军事需求搞不清、

搞不准, 打仗与动员就不能有机衔接，

战场与市场就无法有效对接，军需与民

用就难以协调一致。只有着眼未来战场

需要什么，紧贴军事保障需求，深入挖

掘动员潜力，准确评估动员能力，切实

搞清战时后方支援保障能提供什么，才

能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实战化建设水平。

着眼海防地位作用，注重在军地融

合中加强力量建设。日照地处山东海防

沿线“南大门”，是全国重要港口城市。近

年来，随着海上突发事件等不稳定因素

增多，海防和沿海治安管控任务日益繁

重。日照积极适应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和海

防战备转型需要，在编实建强海上动员队

伍、加强实战化训练演练上下工夫，全力

打造打仗型动员力量。同时，我们把海防

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及时研判海

防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加强海上管

控的方法路子，着力构建军民深度融合、

海陆统筹一体的新型沿海防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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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间谍、防窃密，这些在小说和电

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前不久就在海

南省临高县渔民黄运来身边上演了。

那天，黄运来正在三亚市一浅滩

处捕鱼。“我收网时感觉很重，还以为

是条大鱼。”满心期待的黄运来和船工

们把“大鱼”捞出海面仔细一看，竟是

一枚类似鱼雷的物体。

当时船工都怕这个怪物爆炸，提

议扔回海里。而黄运来觉得此事有些

蹊跷，便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作了报

告。经过权威部门技术分析，确定了这

是一枚海底无人潜航器，具有水下照

相、光纤通讯和卫星通讯等功能。

军事专家指出，该海底无人潜

航器是某国海军在我海域秘密投放

的，既能搜集我重要海域内各类环

境数据，又能探测获取我海军舰队

活动动向。“投放这种水下侦听设备

等于把望远镜、观瞄器材架在了我

们的家门口，对我构成了重大的安

全隐患。”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国家

和地区对我领海的侦察、监测的行为

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广大群众尤其

是涉海疆涉边境省份的居民，一定要

树立国家安全无小事的观念，发现线

索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海南省国家

安全厅有关人士说。

平静的海面之下，潜藏着危机。

对此，海南军地近年来加快构建海上

信息安全防范网络。他们在加强专业

技术防范和部署的基础上，大力提高

渔民海上信息获取、传送技能和应急

处突能力，利用海上民兵训练时机，

将所有渔民纳入其中，通过操作演

示、现地联系、考核验收等方式帮助

渔民熟练掌握北斗定位系统、大功率

电台、卫星电话等装备操作技能；编

撰海上常见问题 100 问，明确各种海

上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则和流程，并逐

个进行场景模拟训练和考核，促进大

家熟练掌握，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及时

合理处置。

今年 5 月，有渔民在西沙九章岛

附近发现了一艘可疑船只，船上的人

不像渔民，而且也不打鱼。渔民们马

上拍下照片，并用卫星电话上报给省

军区……

“积极维护国家安全，这既是我

们的使命，也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义

务。”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面对别

有用心国家的高技术侦察，我们必

须在加强技术防范的同时，把安全

体系全面向海上扩展，为国家安全

提供坚实保障。

编辑点评 ■韩国贤

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自古兵机贵于密。保密工作，直接

关系到军队的生存与发展、战争的胜

利与失败，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生死

攸关的大事。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军

事领域竞争不断加剧，信息资源争夺

控制异常激烈。做好保密工作对于维

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赢得战略主

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因

而，保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

抓紧不能放松，只能从严不能懈怠。

特别是随着隐蔽战线斗争日益

激烈、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保密

防范难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保密工

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挑战更严峻。

我们必须根植于人民，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的伟力，从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服务打仗,提升核心动员能力
———山东省日照市大力推进国防动员建设纪实

■张立春 刘 君 本报记者 卢 军

山东省日照市地处黄海前哨，这

里拥有深水良港，海陆交通便利，战

略地位重要。近年来，该市军地着眼

担负的使命任务，服务练兵打仗，大

力加强核心动员能力建设，有力地推

进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形成了“ 党

政牵头、军地联动、陆海同步、社会齐

动”的日照动员模式。

大数据：国防动员建设
插上信息化翅膀

7 月中旬的一天，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日照－2015”国防动员实战化演

练拉开帷幕。这次演练依托国防动员

指挥信息平台异地同步实施，市县乡

三级联动，是该市近年来组织的规模

最大的一次国防动员实战化演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依托地方应

急指挥网、公安专网、政务专网、通信

专网等网络手段构建起的国防动员指

挥信息控制平台上，近海海域船舶、重

要交通干线、水文气象信息、数字地理

信息等情况，实时呈现在指控中心的

电子大屏幕上，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指

挥作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敌情”出现，指挥部通过国

防动员指挥信息平台迅速下达指令，

交通战备、人民防空、科技信息、战场

救护等应急力量集结和物资器材征集

按程序有条不紊地实施展开……军分

区司令员张泉感慨地说，“大数据”为

国防动员插上了信息化翅膀！

记者了解到，针对国防动员信息

资源共享不顺畅，互不联通、互不 兼

容，融合水平不高的问题，这个市 按

照综合集成、军地共享、实战实用 的

思路，以大数据、物联网为支撑，对国

防动员指挥操作平台、无线传输网络

等进行有机整合改造，将海防管控、

交通监控、数字地图信息等信息资源

综合接入，对公安、海事、渔政、边防

等信息网络进行融合共享，建立与市

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同频共振的国防动

员指挥中心，构建纵贯市县乡三级、

横联各专业动员领域的国防动员综合

信息系统，实现了国防动员信息化、

数字化、可 视 化 和 精 确 化 的 建 设 目

标，使指挥控制行动实时高效和快捷

精准。这次演练，共设置 36 处视频采

集点，实兵演练课目以视频实时回传

至指挥部，指挥部和各中心要素利用

信息平台采集数据、流转信息、辅 助

决策，大大提高了决策指挥效能。

大联训：打造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铁拳

前不久，日照军分区作战值班室

接到岚山区人武部报告：“某部在前三

岛海域组织实弹射击时，有可疑船只

靠近……”军分区迅速启动《应对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派出海上民兵警戒分

队 40 余人赶赴事发海域，与当地海事、

海洋渔业、海警等部门联手控制了可

疑船只。

该市着眼战时支前保障和应急作

战任务，按照“常态化、专业化、规范化”

的要求，调整组建战备执勤、抢险救灾、

反恐维稳、防化救援等“一队多能”的常

态化应急应战力量。突出抓好海上新型

动员力量建设，制定下发《组织海上民

兵建设探索实践方案》，依托日照港、阜

鑫渔港、岚桥化工等 29 家涉海企业，编

设海上运输、海上救援、海防战备、综合

补给等一批海上民兵分队。

为打造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拳

头力量，他们实施“大联训”。

健全组织体系，实现“指挥联”。针

对军地单位较多、指挥机制各异的实

际，他们在海防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

落实会议情况通报、军地联防联训、联

合执勤执法等工作制度，转入战时体制

演练时，依托部队开设联合指挥所，实

施精确高效的联合指挥。

加强联训联演，实现“行动联”。年

初，由军分区牵头围绕战时担负的任

务，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军地联训联演计

划和实施细则，明确对象、内容、时间、

方法和保障措施，突出抓好军事基础训

练、海上适应性训练、海上合同训练等

课目演训活动；利用作战部队海训有利

时机，突出海上应急救援、警戒防卫、联

合管控、战备执勤、情报侦察等要素，适

时组织海上民兵与海训部队进行支前

保障、装卸载等课目的联训联演活动，

提高军地海上联训联演保障能力。

大纳入：由国动委独奏
向党政军民合唱转变

“未来战争怎么打，国防动员工作

就要怎么准备。只有紧紧跟上时代步

伐，不断探索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动员方

法路子，才能有效履行使命。”军分区政

委魏福旺告诉记者，坚持“军地一体、整

体推进”抓国防动员工作，是该市党政

军领导的一致共识。

他们重点围绕“三个搞清”，即搞清

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搞清动员潜力有什

么、搞清战时能提供什么，将国防动员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

科学发展考评体系、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区县人民武

装部建设的意见》等 12 个指导性文件。

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国防观念淡化、融合

意识不强的问题，严格落实第一书记述

职、现场办公、过军事日等制度，组织开

展关心国防建设“双十佳”人物评选活

动，各级抓国防动员工作的事业心责任

感显著增强，较好地实现了由国动委独

奏向党政军民合唱的转变，形成了“党

政牵头、军地联动、陆海同步、社会齐

动”的日照动员模式。

与此同时，该市还注重加强国防

动员潜力储备，提升战时支援保障能

力。按照“科教兴市”战略，建立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1 家、院士工作站 5
家，落实重点合作项目 120 余个。当地

昌华海产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阿掖山

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入选省首批

应急动员保障企业目录，提高了民用

信息资源的国防效能。

上海推进国防教育有新举措

首家军民融合发展专题网站上线
本报讯 徐琪忠、记者丁绍学报道：

8 月下旬，上海首家军民融合发展专题

网站《国防瞭望网》在沪开通上线。上海

警备区副政委、上海市国防教育联席会

议秘书长孙进介绍说，这是上海市推进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拓展国防教育社会

化平台的一个创新之举。

记者登录该网站看到，网站设有国防

动态、军民融合发展、双拥之窗等 12 个栏

目，涵盖国防知识普及、政策法规解读等

内容，既能帮助网民提高国防观念，也全

面搭建了一个军民交流的官方平台。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

事，也是每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事。”上海

市国防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许俊文说，开通

这个网站，就是要搭建拥军优属、军民融

合的社会化交流平台，在全社会营造人人

关心国防、人人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

据悉，该网站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

导，上海市国防教育基金会、上海市国防

教育办公室、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上

海建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上海

建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

透露，《国防瞭望网》 将致力搭建军队需

求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平台，做到既为军

队国防建设贡献技术、智力支持，又能使

企业从中取得经济收益，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牢记职能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山东省日照市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刘星泰

国防动员服务打仗、保障打赢，是

联系军事与经济、军队与社会、平时与

战时的桥梁和纽带，关乎国家安全与发

展全局。地方党委、政府要始终立足支

援作战、保障作战的根本职能，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全面

提升战时核心动员能力。

着眼形势任务要求，注重在凝聚共

识中强化责任担当。国防动员建设是党

和国家一项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是和平

时期积蓄国力、巩固国防的长期性、战略

性工程。军地各级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充分

认清国防动员工作的地位作用，把加强

国防动员建设作为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

重要内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

务，作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证，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深化认识，摆正位

置，强化责任，狠抓落实、确保成效。

着眼军事建设需求，注重在任务牵

引中提升动员能力。军事需求搞不清、

搞不准, 打仗与动员就不能有机衔接，

战场与市场就无法有效对接，军需与民

用就难以协调一致。只有着眼未来战场

需要什么，紧贴军事保障需求，深入挖

掘动员潜力，准确评估动员能力，切实

搞清战时后方支援保障能提供什么，才

能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实战化建设水平。

着眼海防地位作用，注重在军地融

合中加强力量建设。日照地处山东海防

沿线“南大门”，是全国重要港口城市。近

年来，随着海上突发事件等不稳定因素

增多，海防和沿海治安管控任务日益繁

重。日照积极适应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和海

防战备转型需要，在编实建强海上动员队

伍、加强实战化训练演练上下工夫，全力

打造打仗型动员力量。同时，我们把海防

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及时研判海

防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加强海上管

控的方法路子，着力构建军民深度融合、

海陆统筹一体的新型沿海防卫格局。

维维
护护
国国
家家
安安
全全，，

是是
每每
个个
公公
民民
神神
圣圣
义义
务务

海
南
军
地
构
建
海
上
信
息
安
全
防
范
网
络

■
姚
远
清

刘

华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阳
宗
峰

反间谍、防窃密，这些在小说和电

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前不久就在海

南省临高县渔民黄运来身边上演了。

那天，黄运来正在三亚市一浅滩

处捕鱼。“我收网时感觉很重，还以为

是条大鱼。”满心期待的黄运来和船工

们把“大鱼”捞出海面仔细一看，竟是

一枚类似鱼雷的物体。

当时船工都怕这个怪物爆炸，提

议扔回海里。而黄运来觉得此事有些

蹊跷，便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作了报

告。经过权威部门技术分析，确定了这

是一枚海底无人潜航器，具有水下照

相、光纤通讯和卫星通讯等功能。

军事专家指出，该海底无人潜

航器是某国海军在我海域秘密投放

的，既能搜集我重要海域内各类环

境数据，又能探测获取我海军舰队

活动动向。“投放这种水下侦听设备

等于把望远镜、观瞄器材架在了我

们的家门口，对我构成了重大的安

全隐患。”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国家

和地区对我领海的侦察、监测的行为

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广大群众尤其

是涉海疆涉边境省份的居民，一定要

树立国家安全无小事的观念，发现线

索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海南省国家

安全厅有关人士说。

平静的海面之下，潜藏着危机。

对此，海南军地近年来加快构建海上

信息安全防范网络。他们在加强专业

技术防范和部署的基础上，大力提高

渔民海上信息获取、传送技能和应急

处突能力，利用海上民兵训练时机，

将所有渔民纳入其中，通过操作演

示、现地联系、考核验收等方式帮助

渔民熟练掌握北斗定位系统、大功率

电台、卫星电话等装备操作技能；编

撰海上常见问题 100 问，明确各种海

上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则和流程，并逐

个进行场景模拟训练和考核，促进大

家熟练掌握，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及时

合理处置。

今年 5 月，有渔民在西沙九章岛

附近发现了一艘可疑船只，船上的人

不像渔民，而且也不打鱼。渔民们马

上拍下照片，并用卫星电话上报给省

军区……

“积极维护国家安全，这既是我

们的使命，也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义

务。”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面对别

有用心国家的高技术侦察，我们必

须在加强技术防范的同时，把安全

体系全面向海上扩展，为国家安全

提供坚实保障。

编辑点评 ■韩国贤

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自古兵机贵于密。保密工作，直接

关系到军队的生存与发展、战争的胜

利与失败，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生死

攸关的大事。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军

事领域竞争不断加剧，信息资源争夺

控制异常激烈。做好保密工作对于维

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赢得战略主

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因

而，保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

抓紧不能放松，只能从严不能懈怠。

特别是随着隐蔽战线斗争日益

激烈、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保密

防范难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保密工

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挑战更严峻。

我们必须根植于人民，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的伟力，从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 10 时，北京天安门
广场举行纪念大会———

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
网也将同步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