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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辖区矿井较多、地质灾害

易发的实际，山西省军区近日组织

直属应急救援大队进行快速动员和

抢险救灾专业强化训练，确保应急

救援队伍随时拉得出、上得去、起作

用，关键时刻能够出色完成任务。

本报记者 唐亚平摄

结合年度训练考核，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武部日前组织辖区 6个乡镇

街道的基干民兵进行复训，重点解决考核中发现的军事训练短板问题。图为该

人武部领导给民兵讲解实弹射击要领。 陈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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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卫平、李骏报道：11
月中旬，广东省湛江军分区就进一步
运用网络开展新形势下武装工作问题
推出新举措：广泛运用“互联网+”模
式，着力推行网上国防动员、网上征
兵、网络民兵政治教育等有效措施，促
进各项实际工作提能增速。该军分区
政委陈洪说，这是他们在深入调查论
证的基础上采取的新措施，以推进新
形势下的武装工作创新发展。
“互联网+”让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针对这一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该军分区党委“一班人”认为，信息化
时代和互联网社会改变了武装工作的
环境和对象，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模式，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来推
动各项实际工作的创新发展，以提高
工作效率和质量。为此，近年来该军分
区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推出一系列新
举措。

———“互联网+国防动员”。该军
分区把地方市政网、公安网、交通网、
物联网、气象网、地质监测网、应急信
息网等相关网络接入作战指挥所，形
成作战值班大数据，运用网络扎实开
展国防动员和应急应战准备。现在，查
看国防动员潜力数据，鼠标一点，各类
数据一目了然；动员实施，键盘轻击，
便传出一条条指令、启动一个个预案，
无论是参战支前还是应急救援，所需
的人员和装备物资一呼百应，使动员
速度大幅提升、动员覆盖面大幅拓展。

———“互联网+民兵政治教育”。
该军分区联合地方有关部门，开办民
兵政治教育网络课堂和“绿色方阵”微
信群，在搞好集中教育的同时将民兵
政治教育教材、授课视频和复习要点
编制成电子版，通过网络上传课件、下
发资料、辅导学习、检查考核；每月一
个主题，运用手机微信群等形式组织
民兵进行讨论，吸引广大民兵参与教
育活动，使民兵政治教育突破了时间
空间局限，有效破解了民兵政治教育
人员难集中、时间难落实、效果难保证
等问题。

———“互联网+兵员征集”。今年
夏秋征兵，该军分区在扎实做好线下
工作的同时，着力加大线上力度。征兵
宣传，该军分区推出一系列主题，在网
上广泛开展征兵宣传，营造浓厚的当
兵光荣氛围，同时他们开设征兵专题
网页，把兵员征集政策、兵役法规和各
级出台的优抚措施上传网络，供适龄青
年及家长学习了解；报名登记，该军分
区规定全部在网上进行，既规范了征兵
流程，又严格了兵员征集标准，并通过
分析适龄青年大数据着力从应征青年
中好中选优选拔兵员；体检政审，他们
不仅在网上公布程序和要求，还运用网
络及时验证信息、公布结果、接受监督，
促进了征兵风气纯洁和兵员质量提升。

与此同时，该军分区还推出了“互联网+装备预征+物资采购+涉军维权+国
防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创新。为防范“互联网+”
带来的泄密隐患、信息垃圾和网络病毒等负面效应，该军分区规定：用网要申
请，下载资料要审核，线上办公设置三层密码，防止军事秘密泄露，阻止信息垃
圾和网络病毒侵入。为帮助所属官兵和职工确立正确的用网观念，该军分区请
来专家授课，传授互联网安全知识，指导大家正确用网，教育大家绷紧用网的政
治和技术安全弦，确保各项工作在安全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创新发展。

编辑点评 ■ 贝 骁

网络新生态开拓新视野
“互联网+”的时代来了。面对时

代大潮，必须顺势而为，不能有鸵鸟心

态。“互联网+”像是一台新研发的引

擎，谁先应用它，谁的创新动力就足、

前行步伐就快；谁忽视它，谁就会掉队

落伍，最终被时代淘汰。人民武装工

作，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千家万户。以

前，人武系统常有手不够大———抓不

过来、腿不够长———跑不到位的现象。

如今，“互联网+”让我们的手变大了、

腿变长了，我们要借此机遇更加扎实

地做好人民武装工作。

用好“互联网 +”，不仅能有效缓

解人武系统人少事多忙不过来的矛

盾，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研究、推进

新形势下的武装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新模式、新办法，我们要根据“互联网

+”的特点、借助“互联网 +”的优势，

以革故鼎新的热情来破解新形势下武

装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从而让武装工

作踏着时代节拍创新发展。

当然，“互联网 +”不是万能的，我

们不能依赖它来解决新形势下武装工

作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武装工作具

有很强的特殊性，安全保密要求高，我

们在充分运用“互联网 +”的同时须采

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互联网

+”在武装工作中发挥正效应。

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纪委全程监督年度训练考核

发现问题马上列出清单：整改
本报讯 付进路、张贤林报道：11

月中旬，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组织年度军
事训练考核。此次考核，该军分区纪委全
程监督，确保考纪严、考风正，并认真查
找战备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列出整改清
单、制订方案措施，力求通过考核促进战
备训练、牵引战斗力提升。

着眼切实转变训风演风考风，该军
分区抽调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干部成
立考核组，由军分区党委常委带队，采取
一套班子考、一把尺子量、一颗公心判的
方式，对各人武部及民兵重点分队进行
严考实评，着力摸清各单位应急应战底

数。与此同时，该军分区纪委成员跟踪考
核，具体负责考核期间的纪律监督和接
受对考风考纪问题的举报，确保考核纪
律严明、考核标准一致。此次考核，该军
分区以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政治教育、
安全管理、后勤保障为重点分步骤实施。
静态考评，检查战备、管理、民兵营连建
设等 6 个方面 121 个内容，抽考指挥演
练、标绘作业、军事体能等 7 个课目。动
态考评，检查动员、机动、防卫、救援等 5
个方面内容，临机组织实兵实装检验性
演练，穿插进行战场救护、战地野营等课
目，全面检验应急应战能力。

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每个课目现
场抽人、现场评分、签字确认、全程摄像、
逐单位讲评。考核中，先后查找出训练落
实不全面、训练基础不扎实、组训施教人
才缺乏、战备物资不规范、战备拉动不贴
近实战等 11 类 30 多个具体问题。针对
考核暴露出来的问题，该军分区讲评时
点到具体项目、人员和动作，列出整改时
限，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伴随考核的纪
委成员建立战备训练问题台账，采取挂
账销号的办法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整
改，确保问题及时清零，着力推动战备训
练步上新台阶。

重庆某预备役高炮团精细化考核精确评判战斗力

击中目标跳下炮位欢庆：扣分
本报讯 李富松、方宗超报道：“这

样考下来，连队和单兵都查清了自己的
训练短板，知道了下一步强化训练的重
点。”11 月 16 日，重庆某预备役高炮团
官兵参加年度训练考核后不禁发出这样
的感慨。该团团长郑虎说，这是他们采用
精细化的考评办法，对部队训练情况和战
斗力建设进行精确评判带来的新气象。

今年初，该团在参加上级组织的高
炮部队实兵对抗演练前，抽调数十名干
部制定了《高炮部队战斗力水平考评细
则》，并依据考评细则展开专业训练和实
兵演练，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此次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前，该团决定对考评细
则进行修订完善，使之成为严格检验训
练成效的一把精确标尺。于是，他们紧贴
实战对考评细则进行了精细化修订，确
定细则以 1000 分作为基准分，给营连动
员集结、快速机动和单兵军事体能、心理
素质、战术行动等 16 个考核课目全程设
置量化的标准，将指挥控制、作战筹划、
战术计算、情况处置等 10 种能力细化为
326 项指标，要求评判要点细致全面，大
到各营连快速动员是否迅速，小到单兵
动作是否符合战场要求，在此基础上组
织官兵进行严格考评。

精细化考评让各分队战斗力建设的
短板暴露无遗。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在
战术机动演练考核中，三营八连通过染
毒地带时，因个别预备役官兵防护面具
过期，导致人员“伤亡”，被扣 30 分；在对
空抗击阶段，击落“敌机”后，几名预备役
官兵跳下炮位欢庆，忘记了自己身处“战
场”，结果被扣 50 分。一路考核下来，往
年曾获“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的八连仅获
得及格成绩。三营营长田丰说：“此次考
核虽说我营成绩不理想，但收获却很大，
我们找到了多个短板问题，下一步我们
要展开针对性的补差训练。”

11月上旬至下旬，总参预备

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分期分批组织

预备役军官集训，分布全国各地的

一批专家型预备役军官参训。此次

集训，该中心力求解决预备役军官

的军事素质与专业技能相一致问

题，以适应未来战争要求。

本报特约记者 荆继军摄

缘何假军人敢明目张胆行骗？
■ 四川省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参谋 李佳君

前不久，曾因身着军装、手捧鲜花

在高校高调求婚而火爆网络的假军人

赵茂林落网。据查，此人曾在多地作案，

且得手多起。此消息一经公布，即在网

络上引起热议。有对其进行声讨的，有

分析此人诈骗过程中疑点漏洞的，还有

介绍如何识别假军人办法的，总算挽回

一些影响。近年来，时有冒充军人进行

诈骗的案件发生。缘何这些假军人敢明

目张胆地行骗？缘何他们能够屡屡得

手？笔者认为有下列原因：

———国防教育不到位，一些群众对

军队军人缺乏基本的了解。当前，我国

的全民国防教育还不够普及深入，教育

内容和形式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停留在

拉横幅、贴标语、上电子屏幕等一些表

层活动上。而对于人民军队的发展现

状、军人的工作生活情况等常识性、基

础性内容宣传得较少。所以，许多人无

从得知军队军人的基本情况，有的人分

不清楚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之别，更

别说识别军衔、资历章和军人证件了，

以致骗子胆大妄为，张口就敢忽悠。

———开放军营、展示军队军人形象

不够。各部队大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中运行，除了野营拉练、抢险救灾等，

部队很少组织军人走出军营；同时，“军

营开放日”活动少，各界群众没有多少

机会走进军营、接触军人，致使对军人

的仪表不熟悉、对军人的纪律不了解。

这些年来，驻港部队每年都举办“军营

开放日”活动，香港各界群众纷纷走进

军营，观摩军事训练、进班排了解军人

生活，使香港市民对解放军官兵的仪表

较熟悉，因而，不曾听闻假军人在香港

行骗案件的发生。

———军人身份信息管理滞后，查证

不便。目前，我军官兵档案还没有全面

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军官证、士兵证

防伪技术简单、造假难度小成本低，以

致于假证件多、真假核查难。即便是三

军部队，要想查证一人是不是兄弟部队

的军人也得花些功夫，有的甚至还要费

点周折才能核实。军人证件的易伪造和

军人身份的难核实，一定程度上方便了

骗子冒充军人行骗。

综上所述，军地要联手推进国防教

育的普及深入，加强对人民军队和军人

的宣传；在做好安全保密的基础上，要适

当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让人民群众更

多地了解新形势下的军营和新一代革命

军人。要在军队建立军人身份信息系统，

军队内部系统通过军网加密连接，数据

逐级上传，实现军人信息共享；同时，有

选择性地导出至公安网的身份查证系

统，供地方查证（此系统只能查证是否

系军人，而不提供其它信息），如果核实

军人身份只需上网查证即可，这样必能

更好地维护人民军队和军人的形象。

湖北某预备役高炮旅纠治预选阵地依赖症

无论拉到哪一样打得准
本报讯 孙爱民、张清报道：“各高

炮分队已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前准备。”
11 月上旬，湖北省某预备役高炮旅组织
防空作战演练，参演各分队进入陌生地
域后快速选择阵地，构建工事，完成战斗
准备。正在组织演练的该旅旅长王小平
告诉笔者，他们针对少数官兵存在的预
选阵地“依赖症”问题进行针对性强化训
练，有效提升了官兵适应未来复杂战场
环境的能力。

该旅担负着三峡大坝要地防空作战
任务。以前，他们常在几个预选阵地训练
演练，久而久之，高炮实弹射击出现了预
选阵地打得准、换个地方却不行问题。今
年 8 月，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防空演练，
导演组临时通报该旅 5 个分队预选阵地
已暴露，命令他们根据战场情况另辟新
阵地。这一新情况让官兵们有些心慌，最

后匆忙选定阵地完成战斗准备，却错过
了最佳阻击“敌机”的时机，出现了少有
的打不准问题。
“三峡大坝防空作战，关系到国家

战略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实现能
打胜仗的目标，必须经得起各种战场情
况的考验。”在反思教训时，该旅党委设
置“预选阵地是不是必选阵地”“备战离
实战要求有多远”等多个问题组织预备
役官兵进行讨论，引导大家认清兵无定
法、战无藩篱的道理。为纠治预选阵地
依赖症，该旅把部队拉到陌生地域，设
置复杂气象、复杂电磁环境进行训练演
练，全面锤炼官兵的战场适应能力，练
出了防空作战硬本领。前不久，该旅十
余支高炮分队参加上级组织的高炮实
弹射击考核和防空作战演练，均取得了
阵地炮响、空中拖靶开花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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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卫平、李骏报道：11
月中旬，广东省湛江军分区就进一步
运用网络开展新形势下武装工作问题
推出新举措：广泛运用“互联网+”模
式，着力推行网上国防动员、网上征
兵、网络民兵政治教育等有效措施，促
进各项实际工作提能增速。该军分区
政委陈洪说，这是他们在深入调查论
证的基础上采取的新措施，以推进新
形势下的武装工作创新发展。
“互联网+”让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针对这一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该军分区党委“一班人”认为，信息化
时代和互联网社会改变了武装工作的
环境和对象，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模式，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来推
动各项实际工作的创新发展，以提高
工作效率和质量。为此，近年来该军分
区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推出一系列新
举措。

———“互联网+国防动员”。该军
分区把地方市政网、公安网、交通网、
物联网、气象网、地质监测网、应急信
息网等相关网络接入作战指挥所，形
成作战值班大数据，运用网络扎实开
展国防动员和应急应战准备。现在，查
看国防动员潜力数据，鼠标一点，各类
数据一目了然；动员实施，键盘轻击，
便传出一条条指令、启动一个个预案，
无论是参战支前还是应急救援，所需
的人员和装备物资一呼百应，使动员
速度大幅提升、动员覆盖面大幅拓展。

———“互联网+民兵政治教育”。
该军分区联合地方有关部门，开办民
兵政治教育网络课堂和“绿色方阵”微
信群，在搞好集中教育的同时将民兵
政治教育教材、授课视频和复习要点
编制成电子版，通过网络上传课件、下
发资料、辅导学习、检查考核；每月一
个主题，运用手机微信群等形式组织
民兵进行讨论，吸引广大民兵参与教
育活动，使民兵政治教育突破了时间
空间局限，有效破解了民兵政治教育
人员难集中、时间难落实、效果难保证
等问题。

———“互联网+兵员征集”。今年
夏秋征兵，该军分区在扎实做好线下
工作的同时，着力加大线上力度。征兵
宣传，该军分区推出一系列主题，在网
上广泛开展征兵宣传，营造浓厚的当
兵光荣氛围，同时他们开设征兵专题
网页，把兵员征集政策、兵役法规和各
级出台的优抚措施上传网络，供适龄青
年及家长学习了解；报名登记，该军分
区规定全部在网上进行，既规范了征兵
流程，又严格了兵员征集标准，并通过
分析适龄青年大数据着力从应征青年
中好中选优选拔兵员；体检政审，他们
不仅在网上公布程序和要求，还运用网
络及时验证信息、公布结果、接受监督，
促进了征兵风气纯洁和兵员质量提升。

与此同时，该军分区还推出了“互联网+装备预征+物资采购+涉军维权+国
防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创新。为防范“互联网+”
带来的泄密隐患、信息垃圾和网络病毒等负面效应，该军分区规定：用网要申
请，下载资料要审核，线上办公设置三层密码，防止军事秘密泄露，阻止信息垃
圾和网络病毒侵入。为帮助所属官兵和职工确立正确的用网观念，该军分区请
来专家授课，传授互联网安全知识，指导大家正确用网，教育大家绷紧用网的政
治和技术安全弦，确保各项工作在安全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创新发展。

编辑点评 ■ 贝 骁

网络新生态开拓新视野
“互联网+”的时代来了。面对时

代大潮，必须顺势而为，不能有鸵鸟心

态。“互联网+”像是一台新研发的引

擎，谁先应用它，谁的创新动力就足、

前行步伐就快；谁忽视它，谁就会掉队

落伍，最终被时代淘汰。人民武装工

作，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千家万户。以

前，人武系统常有手不够大———抓不

过来、腿不够长———跑不到位的现象。

如今，“互联网+”让我们的手变大了、

腿变长了，我们要借此机遇更加扎实

地做好人民武装工作。

用好“互联网 +”，不仅能有效缓

解人武系统人少事多忙不过来的矛

盾，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研究、推进

新形势下的武装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新模式、新办法，我们要根据“互联网

+”的特点、借助“互联网 +”的优势，

以革故鼎新的热情来破解新形势下武

装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从而让武装工

作踏着时代节拍创新发展。

当然，“互联网 +”不是万能的，我

们不能依赖它来解决新形势下武装工

作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武装工作具

有很强的特殊性，安全保密要求高，我

们在充分运用“互联网 +”的同时须采

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互联网

+”在武装工作中发挥正效应。

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纪委全程监督年度训练考核

发现问题马上列出清单：整改
本报讯 付进路、张贤林报道：11

月中旬，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组织年度军
事训练考核。此次考核，该军分区纪委全
程监督，确保考纪严、考风正，并认真查
找战备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列出整改清
单、制订方案措施，力求通过考核促进战
备训练、牵引战斗力提升。

着眼切实转变训风演风考风，该军
分区抽调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干部成
立考核组，由军分区党委常委带队，采取
一套班子考、一把尺子量、一颗公心判的
方式，对各人武部及民兵重点分队进行
严考实评，着力摸清各单位应急应战底

数。与此同时，该军分区纪委成员跟踪考
核，具体负责考核期间的纪律监督和接
受对考风考纪问题的举报，确保考核纪
律严明、考核标准一致。此次考核，该军
分区以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政治教育、
安全管理、后勤保障为重点分步骤实施。
静态考评，检查战备、管理、民兵营连建
设等 6 个方面 121 个内容，抽考指挥演
练、标绘作业、军事体能等 7 个课目。动
态考评，检查动员、机动、防卫、救援等 5
个方面内容，临机组织实兵实装检验性
演练，穿插进行战场救护、战地野营等课
目，全面检验应急应战能力。

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每个课目现
场抽人、现场评分、签字确认、全程摄像、
逐单位讲评。考核中，先后查找出训练落
实不全面、训练基础不扎实、组训施教人
才缺乏、战备物资不规范、战备拉动不贴
近实战等 11 类 30 多个具体问题。针对
考核暴露出来的问题，该军分区讲评时
点到具体项目、人员和动作，列出整改时
限，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伴随考核的纪
委成员建立战备训练问题台账，采取挂
账销号的办法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整
改，确保问题及时清零，着力推动战备训
练步上新台阶。

重庆某预备役高炮团精细化考核精确评判战斗力

击中目标跳下炮位欢庆：扣分
本报讯 李富松、方宗超报道：“这

样考下来，连队和单兵都查清了自己的
训练短板，知道了下一步强化训练的重
点。”11 月 16 日，重庆某预备役高炮团
官兵参加年度训练考核后不禁发出这样
的感慨。该团团长郑虎说，这是他们采用
精细化的考评办法，对部队训练情况和战
斗力建设进行精确评判带来的新气象。

今年初，该团在参加上级组织的高
炮部队实兵对抗演练前，抽调数十名干
部制定了《高炮部队战斗力水平考评细
则》，并依据考评细则展开专业训练和实
兵演练，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此次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前，该团决定对考评细
则进行修订完善，使之成为严格检验训
练成效的一把精确标尺。于是，他们紧贴
实战对考评细则进行了精细化修订，确
定细则以 1000 分作为基准分，给营连动
员集结、快速机动和单兵军事体能、心理
素质、战术行动等 16 个考核课目全程设
置量化的标准，将指挥控制、作战筹划、
战术计算、情况处置等 10 种能力细化为
326 项指标，要求评判要点细致全面，大
到各营连快速动员是否迅速，小到单兵
动作是否符合战场要求，在此基础上组
织官兵进行严格考评。

精细化考评让各分队战斗力建设的
短板暴露无遗。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在
战术机动演练考核中，三营八连通过染
毒地带时，因个别预备役官兵防护面具
过期，导致人员“伤亡”，被扣 30 分；在对
空抗击阶段，击落“敌机”后，几名预备役
官兵跳下炮位欢庆，忘记了自己身处“战
场”，结果被扣 50 分。一路考核下来，往
年曾获“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的八连仅获
得及格成绩。三营营长田丰说：“此次考
核虽说我营成绩不理想，但收获却很大，
我们找到了多个短板问题，下一步我们
要展开针对性的补差训练。”

缘何假军人敢明目张胆行骗？
■ 四川省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参谋 李佳君

前不久，曾因身着军装、手捧鲜花

在高校高调求婚而火爆网络的假军人

赵茂林落网。据查，此人曾在多地作案，

且得手多起。此消息一经公布，即在网

络上引起热议。有对其进行声讨的，有

分析此人诈骗过程中疑点漏洞的，还有

介绍如何识别假军人办法的，总算挽回

一些影响。近年来，时有冒充军人进行

诈骗的案件发生。缘何这些假军人敢明

目张胆地行骗？缘何他们能够屡屡得

手？笔者认为有下列原因：

———国防教育不到位，一些群众对

军队军人缺乏基本的了解。当前，我国

的全民国防教育还不够普及深入，教育

内容和形式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停留在

拉横幅、贴标语、上电子屏幕等一些表

层活动上。而对于人民军队的发展现

状、军人的工作生活情况等常识性、基

础性内容宣传得较少。所以，许多人无

从得知军队军人的基本情况，有的人分

不清楚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之别，更

别说识别军衔、资历章和军人证件了，

以致骗子胆大妄为，张口就敢忽悠。

———开放军营、展示军队军人形象

不够。各部队大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中运行，除了野营拉练、抢险救灾等，

部队很少组织军人走出军营；同时，“军

营开放日”活动少，各界群众没有多少

机会走进军营、接触军人，致使对军人

的仪表不熟悉、对军人的纪律不了解。

这些年来，驻港部队每年都举办“军营

开放日”活动，香港各界群众纷纷走进

军营，观摩军事训练、进班排了解军人

生活，使香港市民对解放军官兵的仪表

较熟悉，因而，不曾听闻假军人在香港

行骗案件的发生。

———军人身份信息管理滞后，查证

不便。目前，我军官兵档案还没有全面

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军官证、士兵证

防伪技术简单、造假难度小成本低，以

致于假证件多、真假核查难。即便是三

军部队，要想查证一人是不是兄弟部队

的军人也得花些功夫，有的甚至还要费

点周折才能核实。军人证件的易伪造和

军人身份的难核实，一定程度上方便了

骗子冒充军人行骗。

综上所述，军地要联手推进国防教

育的普及深入，加强对人民军队和军人

的宣传；在做好安全保密的基础上，要适

当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让人民群众更

多地了解新形势下的军营和新一代革命

军人。要在军队建立军人身份信息系统，

军队内部系统通过军网加密连接，数据

逐级上传，实现军人信息共享；同时，有

选择性地导出至公安网的身份查证系

统，供地方查证（此系统只能查证是否

系军人，而不提供其它信息），如果核实

军人身份只需上网查证即可，这样必能

更好地维护人民军队和军人的形象。

湖北某预备役高炮旅纠治预选阵地依赖症

无论拉到哪一样打得准
本报讯 孙爱民、张清报道：“各高

炮分队已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前准备。”
11 月上旬，湖北省某预备役高炮旅组织
防空作战演练，参演各分队进入陌生地
域后快速选择阵地，构建工事，完成战斗
准备。正在组织演练的该旅旅长王小平
告诉笔者，他们针对少数官兵存在的预
选阵地“依赖症”问题进行针对性强化训
练，有效提升了官兵适应未来复杂战场
环境的能力。

该旅担负着三峡大坝要地防空作战
任务。以前，他们常在几个预选阵地训练
演练，久而久之，高炮实弹射击出现了预
选阵地打得准、换个地方却不行问题。今
年 8 月，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防空演练，
导演组临时通报该旅 5 个分队预选阵地
已暴露，命令他们根据战场情况另辟新
阵地。这一新情况让官兵们有些心慌，最

后匆忙选定阵地完成战斗准备，却错过
了最佳阻击“敌机”的时机，出现了少有
的打不准问题。
“三峡大坝防空作战，关系到国家

战略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实现能
打胜仗的目标，必须经得起各种战场情
况的考验。”在反思教训时，该旅党委设
置“预选阵地是不是必选阵地”“备战离
实战要求有多远”等多个问题组织预备
役官兵进行讨论，引导大家认清兵无定
法、战无藩篱的道理。为纠治预选阵地
依赖症，该旅把部队拉到陌生地域，设
置复杂气象、复杂电磁环境进行训练演
练，全面锤炼官兵的战场适应能力，练
出了防空作战硬本领。前不久，该旅十
余支高炮分队参加上级组织的高炮实
弹射击考核和防空作战演练，均取得了
阵地炮响、空中拖靶开花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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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卫平、李骏报道：11
月中旬，广东省湛江军分区就进一步
运用网络开展新形势下武装工作问题
推出新举措：广泛运用“互联网+”模
式，着力推行网上国防动员、网上征
兵、网络民兵政治教育等有效措施，促
进各项实际工作提能增速。该军分区
政委陈洪说，这是他们在深入调查论
证的基础上采取的新措施，以推进新
形势下的武装工作创新发展。
“互联网+”让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
泛应用。针对这一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该军分区党委“一班人”认为，信息化
时代和互联网社会改变了武装工作的
环境和对象，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模式，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来推
动各项实际工作的创新发展，以提高
工作效率和质量。为此，近年来该军分
区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推出一系列新
举措。

———“互联网+国防动员”。该军
分区把地方市政网、公安网、交通网、
物联网、气象网、地质监测网、应急信
息网等相关网络接入作战指挥所，形
成作战值班大数据，运用网络扎实开
展国防动员和应急应战准备。现在，查
看国防动员潜力数据，鼠标一点，各类
数据一目了然；动员实施，键盘轻击，
便传出一条条指令、启动一个个预案，
无论是参战支前还是应急救援，所需
的人员和装备物资一呼百应，使动员
速度大幅提升、动员覆盖面大幅拓展。

———“互联网+民兵政治教育”。
该军分区联合地方有关部门，开办民
兵政治教育网络课堂和“绿色方阵”微
信群，在搞好集中教育的同时将民兵
政治教育教材、授课视频和复习要点
编制成电子版，通过网络上传课件、下
发资料、辅导学习、检查考核；每月一
个主题，运用手机微信群等形式组织
民兵进行讨论，吸引广大民兵参与教
育活动，使民兵政治教育突破了时间
空间局限，有效破解了民兵政治教育
人员难集中、时间难落实、效果难保证
等问题。

———“互联网+兵员征集”。今年
夏秋征兵，该军分区在扎实做好线下
工作的同时，着力加大线上力度。征兵
宣传，该军分区推出一系列主题，在网
上广泛开展征兵宣传，营造浓厚的当
兵光荣氛围，同时他们开设征兵专题
网页，把兵员征集政策、兵役法规和各
级出台的优抚措施上传网络，供适龄青
年及家长学习了解；报名登记，该军分
区规定全部在网上进行，既规范了征兵
流程，又严格了兵员征集标准，并通过
分析适龄青年大数据着力从应征青年
中好中选优选拔兵员；体检政审，他们
不仅在网上公布程序和要求，还运用网
络及时验证信息、公布结果、接受监督，
促进了征兵风气纯洁和兵员质量提升。

与此同时，该军分区还推出了“互联网+装备预征+物资采购+涉军维权+国
防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创新。为防范“互联网+”
带来的泄密隐患、信息垃圾和网络病毒等负面效应，该军分区规定：用网要申
请，下载资料要审核，线上办公设置三层密码，防止军事秘密泄露，阻止信息垃
圾和网络病毒侵入。为帮助所属官兵和职工确立正确的用网观念，该军分区请
来专家授课，传授互联网安全知识，指导大家正确用网，教育大家绷紧用网的政
治和技术安全弦，确保各项工作在安全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创新发展。

编辑点评 ■ 贝 骁

网络新生态开拓新视野
“互联网+”的时代来了。面对时

代大潮，必须顺势而为，不能有鸵鸟心

态。“互联网+”像是一台新研发的引

擎，谁先应用它，谁的创新动力就足、

前行步伐就快；谁忽视它，谁就会掉队

落伍，最终被时代淘汰。人民武装工

作，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千家万户。以

前，人武系统常有手不够大———抓不

过来、腿不够长———跑不到位的现象。

如今，“互联网+”让我们的手变大了、

腿变长了，我们要借此机遇更加扎实

地做好人民武装工作。

用好“互联网 +”，不仅能有效缓

解人武系统人少事多忙不过来的矛

盾，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研究、推进

新形势下的武装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新模式、新办法，我们要根据“互联网

+”的特点、借助“互联网 +”的优势，

以革故鼎新的热情来破解新形势下武

装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从而让武装工

作踏着时代节拍创新发展。

当然，“互联网 +”不是万能的，我

们不能依赖它来解决新形势下武装工

作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武装工作具

有很强的特殊性，安全保密要求高，我

们在充分运用“互联网 +”的同时须采

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确保“互联网

+”在武装工作中发挥正效应。

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纪委全程监督年度训练考核

发现问题马上列出清单：整改
本报讯 付进路、张贤林报道：11

月中旬，内蒙古赤峰军分区组织年度军
事训练考核。此次考核，该军分区纪委全
程监督，确保考纪严、考风正，并认真查
找战备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列出整改清
单、制订方案措施，力求通过考核促进战
备训练、牵引战斗力提升。

着眼切实转变训风演风考风，该军
分区抽调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干部成
立考核组，由军分区党委常委带队，采取
一套班子考、一把尺子量、一颗公心判的
方式，对各人武部及民兵重点分队进行
严考实评，着力摸清各单位应急应战底

数。与此同时，该军分区纪委成员跟踪考
核，具体负责考核期间的纪律监督和接
受对考风考纪问题的举报，确保考核纪
律严明、考核标准一致。此次考核，该军
分区以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政治教育、
安全管理、后勤保障为重点分步骤实施。
静态考评，检查战备、管理、民兵营连建
设等 6 个方面 121 个内容，抽考指挥演
练、标绘作业、军事体能等 7 个课目。动
态考评，检查动员、机动、防卫、救援等 5
个方面内容，临机组织实兵实装检验性
演练，穿插进行战场救护、战地野营等课
目，全面检验应急应战能力。

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每个课目现
场抽人、现场评分、签字确认、全程摄像、
逐单位讲评。考核中，先后查找出训练落
实不全面、训练基础不扎实、组训施教人
才缺乏、战备物资不规范、战备拉动不贴
近实战等 11 类 30 多个具体问题。针对
考核暴露出来的问题，该军分区讲评时
点到具体项目、人员和动作，列出整改时
限，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伴随考核的纪
委成员建立战备训练问题台账，采取挂
账销号的办法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整
改，确保问题及时清零，着力推动战备训
练步上新台阶。

重庆某预备役高炮团精细化考核精确评判战斗力

击中目标跳下炮位欢庆：扣分
本报讯 李富松、方宗超报道：“这

样考下来，连队和单兵都查清了自己的
训练短板，知道了下一步强化训练的重
点。”11 月 16 日，重庆某预备役高炮团
官兵参加年度训练考核后不禁发出这样
的感慨。该团团长郑虎说，这是他们采用
精细化的考评办法，对部队训练情况和战
斗力建设进行精确评判带来的新气象。

今年初，该团在参加上级组织的高
炮部队实兵对抗演练前，抽调数十名干
部制定了《高炮部队战斗力水平考评细
则》，并依据考评细则展开专业训练和实
兵演练，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此次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前，该团决定对考评细
则进行修订完善，使之成为严格检验训
练成效的一把精确标尺。于是，他们紧贴
实战对考评细则进行了精细化修订，确
定细则以 1000 分作为基准分，给营连动
员集结、快速机动和单兵军事体能、心理
素质、战术行动等 16 个考核课目全程设
置量化的标准，将指挥控制、作战筹划、
战术计算、情况处置等 10 种能力细化为
326 项指标，要求评判要点细致全面，大
到各营连快速动员是否迅速，小到单兵
动作是否符合战场要求，在此基础上组
织官兵进行严格考评。

精细化考评让各分队战斗力建设的
短板暴露无遗。笔者在考核现场看到，在
战术机动演练考核中，三营八连通过染
毒地带时，因个别预备役官兵防护面具
过期，导致人员“伤亡”，被扣 30 分；在对
空抗击阶段，击落“敌机”后，几名预备役
官兵跳下炮位欢庆，忘记了自己身处“战
场”，结果被扣 50 分。一路考核下来，往
年曾获“军事训练先进单位”的八连仅获
得及格成绩。三营营长田丰说：“此次考
核虽说我营成绩不理想，但收获却很大，
我们找到了多个短板问题，下一步我们
要展开针对性的补差训练。”

缘何假军人敢明目张胆行骗？
■ 四川省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参谋 李佳君

前不久，曾因身着军装、手捧鲜花

在高校高调求婚而火爆网络的假军人

赵茂林落网。据查，此人曾在多地作案，

且得手多起。此消息一经公布，即在网

络上引起热议。有对其进行声讨的，有

分析此人诈骗过程中疑点漏洞的，还有

介绍如何识别假军人办法的，总算挽回

一些影响。近年来，时有冒充军人进行

诈骗的案件发生。缘何这些假军人敢明

目张胆地行骗？缘何他们能够屡屡得

手？笔者认为有下列原因：

———国防教育不到位，一些群众对

军队军人缺乏基本的了解。当前，我国

的全民国防教育还不够普及深入，教育

内容和形式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停留在

拉横幅、贴标语、上电子屏幕等一些表

层活动上。而对于人民军队的发展现

状、军人的工作生活情况等常识性、基

础性内容宣传得较少。所以，许多人无

从得知军队军人的基本情况，有的人分

不清楚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之别，更

别说识别军衔、资历章和军人证件了，

以致骗子胆大妄为，张口就敢忽悠。

———开放军营、展示军队军人形象

不够。各部队大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中运行，除了野营拉练、抢险救灾等，

部队很少组织军人走出军营；同时，“军

营开放日”活动少，各界群众没有多少

机会走进军营、接触军人，致使对军人

的仪表不熟悉、对军人的纪律不了解。

这些年来，驻港部队每年都举办“军营

开放日”活动，香港各界群众纷纷走进

军营，观摩军事训练、进班排了解军人

生活，使香港市民对解放军官兵的仪表

较熟悉，因而，不曾听闻假军人在香港

行骗案件的发生。

———军人身份信息管理滞后，查证

不便。目前，我军官兵档案还没有全面

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军官证、士兵证

防伪技术简单、造假难度小成本低，以

致于假证件多、真假核查难。即便是三

军部队，要想查证一人是不是兄弟部队

的军人也得花些功夫，有的甚至还要费

点周折才能核实。军人证件的易伪造和

军人身份的难核实，一定程度上方便了

骗子冒充军人行骗。

综上所述，军地要联手推进国防教

育的普及深入，加强对人民军队和军人

的宣传；在做好安全保密的基础上，要适

当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让人民群众更

多地了解新形势下的军营和新一代革命

军人。要在军队建立军人身份信息系统，

军队内部系统通过军网加密连接，数据

逐级上传，实现军人信息共享；同时，有

选择性地导出至公安网的身份查证系

统，供地方查证（此系统只能查证是否

系军人，而不提供其它信息），如果核实

军人身份只需上网查证即可，这样必能

更好地维护人民军队和军人的形象。

湖北某预备役高炮旅纠治预选阵地依赖症

无论拉到哪一样打得准
本报讯 孙爱民、张清报道：“各高

炮分队已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前准备。”
11 月上旬，湖北省某预备役高炮旅组织
防空作战演练，参演各分队进入陌生地
域后快速选择阵地，构建工事，完成战斗
准备。正在组织演练的该旅旅长王小平
告诉笔者，他们针对少数官兵存在的预
选阵地“依赖症”问题进行针对性强化训
练，有效提升了官兵适应未来复杂战场
环境的能力。

该旅担负着三峡大坝要地防空作战
任务。以前，他们常在几个预选阵地训练
演练，久而久之，高炮实弹射击出现了预
选阵地打得准、换个地方却不行问题。今
年 8 月，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防空演练，
导演组临时通报该旅 5 个分队预选阵地
已暴露，命令他们根据战场情况另辟新
阵地。这一新情况让官兵们有些心慌，最

后匆忙选定阵地完成战斗准备，却错过
了最佳阻击“敌机”的时机，出现了少有
的打不准问题。
“三峡大坝防空作战，关系到国家

战略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实现能
打胜仗的目标，必须经得起各种战场情
况的考验。”在反思教训时，该旅党委设
置“预选阵地是不是必选阵地”“备战离
实战要求有多远”等多个问题组织预备
役官兵进行讨论，引导大家认清兵无定
法、战无藩篱的道理。为纠治预选阵地
依赖症，该旅把部队拉到陌生地域，设
置复杂气象、复杂电磁环境进行训练演
练，全面锤炼官兵的战场适应能力，练
出了防空作战硬本领。前不久，该旅十
余支高炮分队参加上级组织的高炮实
弹射击考核和防空作战演练，均取得了
阵地炮响、空中拖靶开花的好成绩。

玉溪市红塔区

组织专武干部集训
本报讯 张玉龙、张儒顺报道：11

月上旬，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武部组
织专武干部集训，重点就武装工作相关
法规制度、民兵组织整顿、预备役登记和
征兵等工作进行规范，着力提升专武干
部开展基层武装工作的能力。

黑龙江肇州县

进村宣讲国防法规
本报讯 王纪中、刘春秋报道：11

月中旬，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武部组织专
武干部分片进村开展国防法规宣传工
作，他们在各村阅览室办讲座，并发放与
群众相关的国防法规和优抚举措宣传小
册子，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进村入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