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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改革
支持改革
投身改革

元旦过后，湖北某预备役旅组

织部队官兵及家属进行全面身体检

查。他们积极与体系医院进行协调，

精心安排体检时间和体检程序，科

学设置多个检查项目，受到了全旅

官兵的一致称赞。图为官兵及家属

正在接受体检。

尚保禄摄

按照“第一年抓试点，第二年抓普及，第三年抓提高”的工作思路

三年实现基层武装部 100%达标
机构建设正规化 制度建设常态化 资料建设规范化 库室建设标准化

本报讯 谢寅星、记者刘华报道：
“机构制度健全、软件资料详实、库室器
材齐备、民兵队伍稳定……”元旦前夕，
经军地联合考评验收，海南省海口市
43 个镇、街道人武部正规化建设取得
达标率 100%，优秀率 86%的喜人成绩。
近年来，海口警备区党委着眼夯实基
础，聚焦应急应战，持续推进基层武装
部正规化建设，全市基层武装工作水平
实现跃升。

硬件不“硬”、软件很“软”，曾是海
口市许多基层武装部的真实写照。三年
前，全市基层武装部能称之为“达标”的，
不足三分之一；能达到“优秀”的，更是

寥寥无几。面对办公无场所、工作无经
费、应急无器材等一系列问题，警备区
党委达成共识：作为南海的“前沿、前
线、前哨”，必须把基层武装部建完善、
建规范，把基层武装工作的基础搞扎
实，才能有效履行海上维权、抢险救灾、
防风防火、应急维稳等使命任务。为此，
警备区会同市政府制定出台《基层武装
部正规化建设三年规划》和《基层武装
部正规化建设实施方案》，全面展开这
项工作。

按照“第一年抓试点，第二年抓普
及，第三年抓提高”的工作思路，警备
区在 2013 年重点对乡镇、街道、企业

等 5 类基层武装部进行正规化试点建
设，2014 年在全市三分之二的基层武
装部推广试点成果，2015 年将正规化
建设向全市铺开。实践中，他们逐步形
成“市一级极力推、区一级迅速动、镇
（街道）一级抓落实”的联动模式：警备
区负责组织武装部长集训、试点单位
观摩等活动，明确建设标准要求；区人
武部负责对基层武装部“两室一库”实
施“规范化”建设，对应急物资器材进
行“标准化”配备、“箱架式”储备；镇
（街道）采取“建房、腾房、租房”等方式
落实“两室一库”场地要求。“三步走”、
“三联动”，将正规化建设引入“快车
道”。据了解，仅今年一年，全市基层武
装部就新建库室 4 间，腾出房间 27 间，
租用房间 5 套 20 余间，新配应急物资
器材 35000余件。

为进一步统合资源、提质增效，
警备区还将基层武装部正规化建设
纳入党管武装重要内容，纳入镇（街
道）党政领导考核范围，协调各区政
府、区人武部成立联合抓建小组，建

立形势分析、进度跟进和督办督察制
度，全程指导、定期督导、推进落实。
通过常委议军会、第一书记现场办公
会等形式，积极争取经费投入，协调
各 级 政 府 和企事业单位投入 经 费
1000 余万元，有力保障了正规化建设
顺利进行。此外，他们还结合日常巡
逻、森林防火、防风抗洪、应急维稳等
任务，强化应急分队能力建设，分类
组织应急分队冲锋舟驾驶、消防器材
操作、油锯使用等应急技能集训，实兵
实装拉动点验重点民兵应急分队，积
极参加抗击台风“威马逊”“海鸥”等，
锤炼队伍，强化能力，以“有为”赢得
“有位”，有效激发了军地各级的抓建
热情。

凭着“几年干成一件事”的信念，在
各级共同努力下，目前全市基层武装
部、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水平大幅提
升。近日，警备区临机拉动市区 4 支民
兵应急连参加演练，所有应急分队人员
装备齐全、组织指挥有力、行动处置迅
速，受到军地各级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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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强调：“检验一名干部理想信念是否

坚定，主要看其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没有政治

定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闯险滩、啃硬

骨头的攻坚战，党员干部直面大考必须坚决听从

政治号令，勇于承担时代重任，不为谣言所惑，不

为利益所诱，不为得失所动，时刻保持政治定力，

心无旁骛干工作，才能交出合格的时代答卷。

保持定力，坚定信念是根本。理想信念是一

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党员干部经受考验的思想

政治基础。在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历史当口，党

员干部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高举旗帜听党指

挥，坚定对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信赖，坚定对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信心；坚决维护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改革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坚决反对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自由主义；

坚持用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固本，用我军优良传

统铸魂，用“四有”军人标准励志，坚守思想教育、

军营文化、媒体网络、“四反”保密阵地，不断增强

思想定力和抵御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自觉做到

顾全大局不讲价，紧跟形势不掉队，坚定信念不

迷向。

保持定力，知恩尽责是关键。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也

是实现我军从大国军队走向强国军队的

关键一跃。改革中必然会有一些单位面

临撤降并改，必然会有部分官兵面临进

退走留，必然会有局部利益面临重组调

整，面对这些考验，党员干部更需要戒除

浮躁和焦虑，保持静气定力，自觉把支持

改革、拥护改革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积极

投身改革实践的强大动力，倍加珍惜成

绩和荣誉，倍加珍视岗位和职务，倍加珍

爱单位和战友，静心想事、真心谋事、用

心做事，以知足知恩的心态对待岗位，以

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待工作，以敢于担当

的品格对待考验，自觉做到问题面前不

回避，压力面前不躲闪，考验面前不推

脱，高标准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保持定力，遵规守纪是底线。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

变革，推进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

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面临的各种风险

考验也前所未有。在这场攸关军队前途

命运的时代大考中，党员干部要始终把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前面，时时刻

刻牢记政治上的高压线、法纪上的警戒

线、道德上的耻辱线，真正做到绝对忠

诚、心无杂念，绝对纯洁、德无杂质，绝对

可靠、言无杂音；要严格遵守组织、人事、

财经、保密纪律，坚持按原则按政策按规

矩按程序办事，不折不扣地抓好工作落

实。对工作推诿扯皮的要敢于“动真格”，

对纪律观念淡薄的要敢于“出重拳”，对

作风贪腐骄奢的要敢于“下猛药”，确保

改革期间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三亚市崖州区人武部立足实际推进海上民兵建设

换位思考提升参训劲头
本报讯 李争、朱国明报道：“紧急出

动，到指定地点迅速集合……”元旦刚过，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人武部与国防动员
委员会联合，组织民兵进行新一年度海
上救援演练。随着一声令下，10 多艘正
在近海实施捕捞作业的渔船和数百名海
上民兵立即停止作业，全速赶往指定海
域，圆满完成了编队航行、海上救护、海
洋维权等多项课目的演练。这是去年新
成立的崖州区海上民兵分队建设成果的
一次展示。

该人武部依海傍水，海上动员力量
主要依托渔村和渔业公司组建，生产和
训练的矛盾比较突出，尤其在打鱼旺季，
渔民打鱼收入相对丰厚，而人武部提供
的补助标准较低，导致渔船征集难度大，
民兵参训热情不高。
“要站在渔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学会

换位思考。”该人武部部长何大云一语中
的。他们将海上民兵日常生产活动和训
练的内容结合起来，科学统筹训练计划，
最大限度减少对渔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影
响；利用出海返航、渔船海上作业转场等
时机，完成收拢集结、编队航渡、队形变
换、通信联络、海上发送信号等课目；利
用休渔期对民兵分队集中训练，加强国
际法、海洋法、旗语和海上维权常用语种
的学习，以及海上目标侦察识别、海上自
救与互救等基础性训练。

此外，他们在去年年终总结时，联合
区委区政府，评选表彰“海上民兵训练先
进个人”，并在电视台、广播和报纸广泛
展播。现在，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海上民兵
分队的船只越来越多，初步实现了从“要
我报名”到“我要报名”的巨大转变，渔民
们参加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山东某预备役炮兵团总结经验弥补训练短板

简化程序抓住宝贵战机
本报讯 王建新、刘伟报道：“报告，

发现‘蓝军’主力正向某地域集结。”2015
年 1 月中旬，山东某预备役炮兵团正在
胶东某地举行大规模实战化对抗演练，
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经过 7 分钟研究
起草了一份战斗文书，逐级向上请示，等
文书递到团长宇仁举手中时，已经整整
过去了 16 分钟。此时，侦察分队又传来
情报：“‘蓝军’已全部转移，去向不明。”
情报传来，指挥所内一片惋惜。

战场快一秒制胜、慢一秒败退，贻误
战机，究竟谁之过？演练结束后的训练研
讨会上，团长宇仁举深刻反思：“此次演
练折射出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没有把
自己置身于实战化的背景下，战争意识
淡漠，加之战场通联不畅，才导致了此次
失败。”经过一番讨论，团党委“一班人”

认为：“未来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具有节奏
快、涉及作战要素多的特点，欲赢得战场
主动权，简化作战程序是关键。”

该团党委坚持把远程操控和近距
离指挥相结合、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相
结合，认真分析未来高科技作战可能遇
到的突发情况，梳理出了“突遇敌情处
置”“请示与实施时机”等各种灵活可
行的方法，建立了实战条件下分队请
示制度，简化了上报程序。同时，他们
对首长机关指挥程序大胆改革，将“平
行工作法”运用于合成作战演练之中，
士兵、指挥员、团长与各部门之间同步
接收信息，拉近了指挥层和所属部门间
的距离，使得上下级在很短时间内都能
掌握新情况，从而提高了部队快速反应
能力。

海口警备区

大同军分区野营拉练强化能打仗打胜仗能力

走不是目的，打才是关键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顾春华报道：

隆冬时节的塞北高原，滴水成冰，呵气成
霜。1 月上旬以来，山西省大同军分区师
团两级机关带领民兵预备役官兵 300 余
人长途机动 400 多公里，展开了一场带
实战背景的冬季野营拉练。

清晨，在刺耳的战斗警报声中，部队
开始紧急出动。往年拉练，部队集结后便
组织开进，而这次刚出营门，一场遭遇战
就打响了。紧接着，通过炮火封锁区、规
避卫星侦察、选择迂回路线行军，2 个多
小时的路程敌情不断、险象环生。

当部队行进至大同县周士庄地域
时，官兵解掉挎包、水壶，准备短暂休
息，突然警报声骤然响起。“尖刀班”传
来“敌”情通报：前方 500 米处发现毒
气沾染地带。指挥员立即组织官兵披
装具、戴防毒面具，快速通过染毒地
带。刚刚通过染毒区，官兵们还心有余
悸，又遭遇“敌”空袭……

在疏散隐蔽中，官兵有的出了洋相：
有人动作迟缓，有人藏得不够隐蔽，有人
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面对一个个与战
时要求不相符的现象，演练指挥部果断
叫停，并现场进行讲解示范，组织相互观
摩，规范动作。经过反复演练，这个课目
才宣布“通过”。作训科长李彦斌介绍，

此次冬训，他们对训练科目严抠细训，
力求每个课目、每个训练细节都符合实
战要求。
“战场环境恶劣，敌情不止一个，各

类险情接二连三出现，考验指挥员指挥
能力和官兵应变能力。这次野营拉练按
照实战要求设置险情，就是要查找问题、
暴露问题，狠狠摔打磨练部队。”军分区
参谋长王一军说。
“演练不到半天工夫，脚上就磨出

了水泡”“刚想喝口水歇个脚，又出情况
了”……许多官兵感慨道：“以往冬季野
营拉练就是拉出来走一走、转一转，没想
到这次却跟打仗一样紧张。”

路不熟、地陌生，但是险情却一路不
断。行军至一处山峦，突然传来敌情通报
“前方道路被炸毁，车队无法通过。”而此
时，距规定到达预定区域只剩 45 分钟时
间。面对险情，指挥员迅速召集参谋人
员，拿出地图研究迂回路线，最终选择了
摩托化机动和人员徒步急行军两条迂回
路线前进。

急行军的路线选择在崇山峻岭之
间，许多地方原本就没有路，但是官兵们
靠着顽强的战斗意志，硬是在山谷和丛
林中踩出一条路，不到 20 分钟时间，就
赶到了预定地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级通报：一
小撮敌特分子正沿京大高速南下，企图
在桑干河畔东段破坏公路，截断部队运
输线。该军分区应急排立即兵分 3 路，对
敌形成合围之势，迅速将“敌”擒获。
“走”一路，“打”一路。笔者在现场

看到，部队转战 16 个陌生地域，除导调
组设置险情外，该军分区还按照实战要
求，先后组织通信枢纽组网、装备抢修、
隐蔽疏散、快速穿插、遭敌袭扰等 20 多
个课目演练，每个训练课目都达到了规
定要求，使这次野营拉练更加贴近实战，
全面提高了部队在严寒条件下应急作战
能力。
“只有从练‘脚板’向谋打仗转变，

冬训才能真正成为检验锤炼部队战斗力
的‘磨刀石’。”军分区司令员孙利仁说：
“‘走’不是目的，‘打’才是关键。这次冬
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改变过去单纯
野营拉练的低层次，将逼真的演练贯穿
始终，使官兵处处都能闻到战场上的火
药味儿。”

1月上旬，云南德宏军分区举行 2016年军事训练开训动员。为深入贯彻

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所有演示课目贴近实战，激励和调动官兵参

训热情，为新年度军事训练助力提神。图为战士钻越火圈。

张中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