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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庆

人防训练有其特殊性，不可能按照部队

军事化训练来要求。但是，人防指挥信息保

障中心是人防指挥的主力军，其训练质量对

于人防指挥具有支撑和保障作用，在训练过

程中，既要开展平时业务训练，更要突出战

时运用训练，以战为本。

从实战要求来看，确保“通”是核心任

务。要针对空袭发起的突然性，加强战备值

勤训练和信息系统运用训练，提高快速反应

能力，确保“即时通”。针对空袭实施的动态

性，加大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综合

通信手段操作训练，确保“时时通”。根据人

防行动的多变性，开展固定通信与机动通信

相结合的多种通信方式运用训练，确保“动

中通”。针对城市地形地物的复杂性，开展抢

修抢通训练，确保“处处通”。

从打赢标准来看，实现“融”是战场需

要。现代空袭与防空袭斗争中，各种信息来

源之广、数量之大、变化之快都前所未有。

对于信息保障来说，获取信息已不是主要

问题，如何去伪存真是难点。因此，人防指

挥信息保障中心要加强信息融合训练，打

破条块分割模式，把军地各种信息力量和

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实现信息融合互通。比

如做好与军方信息对接的训练，确保在第

一时间获知空情预警。

从战时环境来看，能够“抗”是生存之

道。空袭往往有电子战、网络战相伴相随，指

挥对抗将是常态，这就要求提高人防指挥信

息系统的抗毁抗扰能力。可以依托人防教育

训练基地、军队院校、部队训练基地等既有

设施构建复杂电磁环境，将人员装备置身其

中进行摔打锻炼。可视情与民兵、预备役部

队等开展对抗训练，在电磁干扰下组织信息

保障，增加训练的难度和实战性。应积极参

加军地联合防空演习，探索复杂条件下组织

信息保障的方法和手段。

从能力生成来看，做到“专”是应有之

义。由于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编制人员数

量有限，考虑到战时信息保障任务的繁重

性，必须在提高人员业务能力、增强战时保

障能力上下功夫、想办法。应向专学专攻要

战斗力，从有线手段到无线手段、从传统方

式到网络方式、从地面设施到卫星台站分类

精训，把专业训精，把业务练熟，实现人与装

备的最佳结合。还开展轮岗训练，确保岗位

之间能相互替代、彼此之间能有效加强，最

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力特长。

一个导弹旅的社会化保障之路
�� ■■李 明 本报记者 熊华明

查看中部战区导弹某旅列装国产
新型防空装备以来的训练成绩单，不
由让人竖起大拇指。近年来，该旅多次
受命参加跨区域、跨兵种的各类演训
活动，部队出动人装数量多，机动距离
远频率高，保障难度大。针对这一实
际，该旅积极探索军民融合保障新模
式，动员利用社会资源为部队演训提
供支援保障，确保部队按时进驻演习
地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多路异地输送刷新纪录

去年 6 月，上级命令该旅全员全
装参加在西北大漠组织的多兵种红蓝
对抗演习。

接到命令时，该旅多支分队正在

不同地域执行任务。由于准备时间紧，
各分队来不及收拢，该旅迅速调整兵
力输送方案，要求各分队从所在地域
同时向大漠开进。

多点异地同时展开机动，这在该
旅还是首次。旅机关及各分队迅速对
接驻地国动委，明确输送要求和时限，
并签订了安全责任书。

这个旅是新装部队，安全警戒等
级高，各个分队展开机动后，地方相
关单位提供了大力支持。公安交警和
安全部门在公路开进时派车引导，并
维护交通秩序，隔离可疑车辆，保障
车队安全通行；铁路部门加开专列，
派出素质过硬、业务精干的司乘人员
担负运输保障任务，做到全程不换
班、不换人。

输送途中，各分队加强安全防卫，
24 小时安排岗哨值勤。停车靠站休息
时，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应急
分队开展武装巡逻，并提前协调沿途
军供站和企业，把食物、水果、生活物
品送到铁路站台，满足官兵生活需要。

这次多支分队铁路行军累计 2 万
余公里，摩托化行军 5000 余公里，连
续 12 天跨越 3 个战区 10 多个省市，
全部按时到达演兵场，开创了部队换
发新装备以来规模最大、里程最远的
机动纪录。旅领导说：“能开创纪录完
全得益于高效的社会化保障。”

地方企业提供后勤补给

2013 年 8 月，该旅赴西北大漠参

加空军实兵空地对抗演练，按照作战
方案，部队以火力单元分兵部署，每个
导弹分队相隔数百公里，全旅陈兵大
漠数千平方公里。

在兵力部署阶段，他们来不及等
待运送的火车车皮，旅野战指挥所决
定进行长途摩托化行军，横穿大沙
漠，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到达预
定战位。

这次长途行军梯队多、人员多、
物资多，不仅跨多个区域，而且位于
戈壁沙漠，沿途没有加油站、军供站
等保障单位提供帮助，后勤保障只能
靠部队自己想办法。到达沙漠腹地
时，部队已连续行军 3 昼夜，急需休
整保养，但是周围除一家企业的厂区
外无大型城镇。在此之前，他们从来
没有与该企业联系过，没想到企业得
知部队需求后，特事特办，主动为部
队提供保障。他们开放公司厂区，让
部队装备车辆停放，腾出暑期中的厂
办学校学生宿舍，供官兵休息。企业
还紧急召集员工调配新鲜食材，给官
兵提供可口饭菜。并持续为 10 余个

梯队进行流水保障，支持部队破解了
行军保障难题。

民兵预备役开路搭桥

2014 年 6 月，该旅首次受命进入
高原大漠参加演习。

没想到摩托化行军到达若羌境内
时装备出现“趴窝”。先遣组及时协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四团武
装部，派出民兵进行支援保障。

当地武装部根据部队请求，立即
征召 30 余名民兵预备役人员，配属部
队使用。部队新装车辆多数超宽超重，
砂石土路道窄弯急，地基不稳，很容易
陷车。行进途中，民兵协同执勤，疏导
车辆，清理塌方土石，修复损坏路面，
确保兵器和车辆安全通行。

部队野战驻地距离最近村镇有
70 多公里，在无依托供给、无伴随保
障、无生活用水的艰苦条件下，该旅
通过若羌县双拥办，积极协调县自
来水公司、蔬菜生产商为参演官兵
每周 3 次配送新鲜蔬菜和生活用
水；联系当地电视台，从外地帮购 10
余套卫星电视接收器，丰富官兵业
余活动。

当地军民的热情帮助，有效激发
了官兵练兵打仗热情，在进驻演习场
的 3 个月内，该旅组织演练 50 余次，
完成重大演练课目数百项，极大提升
了部队野战条件下的防空作战能力。

浙江省台州市国动委增设渔船动员办公室

管海有了责任人
民船动员更顺畅

■林文华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健南 方 凯

动员数据调查
缩短到 1 小时

说起每年 4 月下旬的海上民兵动
员演练，浙江省台州军分区军事动员
科参谋徐林感触最深的就是“协调”两
个字。和涉海部门协调民船数量，和涉
海企业协调参训人员，和船老大协调
征用补偿问题……每年这个时候都是
忙忙碌碌。
“动员难，海上动员更难。比如说，

海上民船管理以及船舶的建造设计、
加改装、检验检疫等，这些都涉及渔
政、海事、港航等多个职能部门，相互
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动员协调起来程
序多、难度大，要频繁上门协商。”徐林
告诉笔者，有一次上级需要抽调 3 艘
500 吨级渔船，他仅是进行动员潜力调
查这一项就用了 7 天的时间。

如今，只需一个小时，他就能拿到
所有符合要求的各类数据。这一巨大
转变源于渔船动员办公室的成立。

2015 年 6 月，台州市国动委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在原有 8 个办公室

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渔船动员办公室，
由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兼任主任，军
分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任副主任，海事
局、港航局、边防检查站、经信委分管
领导以及军分区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联络员。

“各涉海部门都有一套成熟的指
挥通联措施，把这些单位编在一起通
盘使用，变部门行为为政府行为、辖区
行为和成员单位行为，使海上民兵始
终有组织管、有组织控，有效解决了政
出多门的问题。”在台州市海洋与渔业
局局长管文新看来，建立完善的管控
组织正是加强海上民兵建设的关键所
在，只有把各方动员潜力有效整合起
来，才能真正产生聚合效应，确保潜力
数据变成动员实力。

建立国防义务
登记证年审制度

“一是职能定位问题，如何防止权
责不明，工作交叉；二是动员机制建立
问题，如何理清理顺，形成强制约束
力，确保实现快速高效动员；三是动员

保障问题，如何通过军地联保，有效破
解海上动员过去靠感情维系、靠利益
驱动的不利局面……”2 月 15 日上午，
台州市渔船动员办公室召开军地联席
会议，专题剖析新年度工作开局亟待
解决的难题。

“海上动员工作牵涉军地各部门
和渔民切身利益，必须健全完善管控
机制，确保海上民兵管控常态高效。”
管文新告诉笔者，他们参照公民兵役
证制度，建立民兵国防义务登记证制
度，每年由“渔动办”组织义务证年审。
同时，赋予渔业、渔政等涉海执法部门
在办理渔船户口登记、发放船员资格
证书、船舶年检和发放柴油补贴等时
机审核国防义务证的义务与职责完成
情况，对年审不合格的，视情予以扣发
任务工作津贴、强制停航停产、吊销捕
捞许可证等处罚。

市海洋与渔业局船检处处长张勇
在采访中向笔者透露，为保障即将开
展的海上动员演练，他们提前将人员
进出变更大、通信装备不兼容和未按
时完成军用设施接口改装的在编渔船
调整出队，确保演练时都能拉得出、用
得上。

笔者翻看“渔动办”工作纪要时发
现，他们以组织渔船动员、海上民兵应
急演练和遂行海上抢险任务为契机，
着力解决各成员单位的分工与协同问
题。每次大项任务下达后，都由军分区
先行提出方案，拿出计划，“渔动办”再
把具体任务下达到各涉海成员单位，
分工负责抓好落实。

挂起牌子，更要挑起担子。为提高
各涉海成员单位相互之间的协同配合
能力，他们围绕重点难点课题组织协
同训练，并结合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进行难题会诊，拿出解决的办法和措
施。通过演练和不断磨合，促进了“渔

动办”各成员单位协调能力的提升和
作用发挥。

随时能掌握民兵
渔船动态

去年 12 月，“渔动办”在开展渔船
潜力调查时发现，由于渔业公司改制、
转产和过年期间船员流动较大等原
因，不少编入渔船花名册的渔民先后
脱岗，而新近招录的渔民中超过八成
对船上配备的导航定位系统等不熟
悉。另一组调查数据则更让人担忧：有
10 多艘在编渔船竟被擅自卖掉或挪
作他用。

“年度合同期满和休渔期后一直
都是海上民兵流动变化最大、最频繁
的阶段，这虽是老情况，但不想出解决
办法，年年都会出新问题。”渔船动员
办公室副主任、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
韩国胜告诉笔者，作为“渔动办”必须
要做到知道人在哪、干什么、怎么联
系、现实表现如何。

对此，他们一方面依托市海洋与
渔业局、海事等成员单位，将渔船动态
管理平台、船员信息 IC 卡平台、海上
视频监控平台和交通、气象、水文等信
息系统引接归拢至军分区、人武部值

班室，确保随时掌握民兵变动情况；另
一方面，积极组织市交通、渔监、港务
等成员单位定期开展民船实力联审，
逐船逐人登记核对，要求预编渔船转
卖、民兵离退时，必须同时向人武部和
船舶管理部门备案，确保军地双方对
辖区内船员流动和民船增减情况做到
实时掌握。

这一情况在台州市海事局指挥
中心副主任张文敏处得到了证实。
他向笔者介绍，为进一步加强海上
民兵动态管理，他们协同市海洋与
渔业局信息中心，综合采取手机短
信、QQ 群、微信群和地方数字渔业
短信平台等多种手段，向海上民兵
发布指令、传递信息，做到实时准
确、快捷高效，确保演练中民兵力量
能够召之即来。

“动员征用能力实际上反映的是
国家综合国力的承受能力，而完善的
动员机制和有效的实施手段则是促进
战争潜力向战争实力转化的关键。”韩
国胜如是说。

3 月 30 日 9 时，东海某海域，浪花
翻腾，马达轰鸣，一场海上动员支前保
障演练如期进行。笔者在现场看到，接
到动员令后，一支支民兵海上动员力
量迅速完成平战转换，近百艘民船编
队有序，快速向集结海域驶去。

厦门人防隧道

成旅游新地标
■高 敏

喝咖啡、看电影、观艺术展览……随着
厦门市同文顶人防隧道的改造完工，附近居
民的休闲方式将有所改变。

上世纪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在“深
挖洞、广积粮”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厦门市修
建了一批以地道为主的人防战备工程。这些
人防工程，主要分布于鼓浪屿和厦门老城
区，由于年久失修等原因，有的已经出现了
开裂、下沉、塌陷等情况，存在安全隐患。同
文顶人防隧道就是其中之一。

厦门地处丘陵地带，交通隧道只有采
取平战转换措施，战时才能达到人防工程
相关要求。为此，厦门市人防办启动了人防
隧道改造项目，大力加强交通隧道平战转
换建设。据市人防办工作人员介绍，改造工
程启动后，不少早期人防隧道将成为厦门
市旅游新地标。并且，工程改造后将使全市
的防护面积增加 40 多万平方米，可掩蔽人
员 20 万人，与新建同类人防工程相比，可
节约建设资金 14 亿元。这一创新做法，已
被国内多地借鉴。

装载装备车辆。 李 明摄

台州市渔船动员办公室引进渔船动态管理平台和

船员信息 IC卡平台。 徐 林摄

3月底，浙江省台州市渔船动员办公室联合台州军分区组织

民兵海上训练，为即将展开的海上动员演练做准备。 方 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