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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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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部队改革任务重，地方如何像当年支前那样支持部队改革强军？
兰州市出台《支持服务驻军部队改革强军督察实施办法》

成立督察室，全力保障部队改革
已督察有关部门解决部队难题 32个，督导议军会决策项目落地 5个，

督促出台拥军法规性文件 4份，查处 1人

本报讯 记者肖传金、特约通讯员
黄晓斌报道：“驻军部队改革，涉及营区
调整、人员分流、土地确权、房产换证、账
户改名等许多实际问题，我们要像当年
支前那样支持部队改革强军，建立督察
机制全程跟进，谁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就追究谁的责任！”这是今年初兰州市委
主要领导提出的要求。截至 12 月 1 日，
该市已督察有关部门解决部队难题 32
个，督导议军会决策项目落地 5 个，督促
出台拥军法规性文件 4 份，查处执行不
力的部门领导干部 1 人。

兰州市驻军部队多，有“西部兵城”
之称。针对一些部门以往在拥军工作中
存在的重表态、轻落实问题，该市出台

《支持服务驻军部队改革强军督察实施
办法》，并专门成立由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和警备区政治部派干部组成的
联合督察室，明确将市委议军会决策项
目、部队需要地方解决的难题、拥军优属
政策落实等纳入督察范畴，实行“责任清
单”机制，建立“周报告、月通报、季分析”
制度。驻军部队有需要地方政府解决的
难题，可随时向有关部门和督察室同步反
映，督察室接到驻军部队反映的难题即受
理“挂单”，每周督促责任部门上报解难情
况，每月给相关部队通报进展情况，直至
办结才“销账”。年底，统一将督察情况纳
入各部门各单位年度绩效考评。

今年 7 月底，兰州市召开驻军部队
座谈会，新组建的西部战区陆军训练基
地、某军事气象水文中心等驻军部队提
出了土地证、房产证、交通出行、新调入
军人的子女上学等 9 大类 28 个难题，需
要地方予以解决。当天晚上，该市督察室
就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解难办法。

两天后，市委邀请驻军部队领导参加军
地对接会，就部队提出的每一个难题做
出答复并明确解决时间。会后，督察室制
定了一本“责任清单”，每一个难题都将
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明确相关部门“一
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谁不落实就追究谁
的责任。任务部署后，各部门各单位快马
加鞭抓落实，成效突出。但是，也有个别
人存在敷衍塞责问题。例如，驻军某部有
一块军用土地存在军民纠纷，需要有关
部门依法解决，可是，主管人员工作拖
沓、解决纠纷进展缓慢，督察室上门督促
仍不见成效，便上报市委处理。10 月中
旬，市委发出通报进行批评，并由市委分
管领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一名部门领导
干部进行诫勉谈话。此举在该市各部门
引起反响，给一些解难不力的领导干部
敲响了警钟。

对于牵涉面广、处理起来难度大的问
题，该市决定由市委常委牵头组织有关部
门解难，并带督察室督办。西部战区陆军

某部、武警甘肃总队第一支队等 3支部队
因改革强军需要迁址，项目确定后行动迟
缓。市委特将这项工作交给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赵爱牵头。受领任务后，赵爱迅
速成立军地联合工作组，研究制定迁建方
案，先后 4 次带工作组深入新址调研，2
次召开迁址协调推进会，逐一解决制约进
展的瓶颈问题。目前，迁建准备工作全部
完成，计划明年 3月开工建设。

据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介绍，通过
强有力的督察，市委议军会确定的驻军
某部地下指挥所建设等 5 个决策项目全
部落地生根，《兰州市军人随军家属就业
安置办法》等 4 个法规性文件出台，驻军
部队提出的战备交通、土地置换、房产办
证等 32 个具体难题已经解决。李荣灿
说，随着军队“脖子以下”的改革展开，兰
州驻军基层部队还会有一些难题需要地
方解决，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发挥督察
室作用，调动全市力量和资源，全力保障
部队改革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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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部队正在进行一年一度

的年终军事训练考核。今年的训练考

核应重点关注什么？笔者认为，今年是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元年，联合作战

理应成为今年训练考核的重头戏。

以前，因为我军联合作战的指挥

体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各部队的

训练和考核大多以基础课目和合同战

术为主。现在，“脖子以上”的改革基本完

成，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经建立，因此，

各部队的训练考核要尽快跟上改革步

伐，既考基础课目、分队战术，更考联合

作战。年终考核是训练的“指挥棒”，风向

标作用特别明显，可以说考核的导向直

接左右着各部队军事训练的努力方向。

因此，一定要把联合作战能力检验列

为训练考核的重点内容。

考核的目的是以考促训、以考备

战，通过考核摸清部队在联合作战方

面的弱项，补齐短板。只有把联合作战

列为考核重点，以联合作战要求制定

考核规则，以联合作战背景设置考核

场地，按联合作战程序组织考核，才能

引导部队在平时训练中紧紧抓住联合

作战这个重点，使训练真正贴近实战。

如果考核脱离联合作战，训练就走不

出“练为看”“练为考”的怪圈。

考场与战场“对表”、训练考核与联

合作战“对表”，应该重点考些什么内

容？笔者认为，应围绕各部队在联合作

战中所担负的作战任务、紧盯联合作

战行动设置考题。作为省军区系统，机

关应该重点考核联合作战指挥，即联

合作战动员、组织后备力量支前、保障

各军兵种联合作战；民兵队伍应重点

考核支援军兵种部队打仗，在联合作

战“一盘棋”的背景下保护重点目标

等；预备役部队应重点考核配属现役

部队作战、要地防卫防空等。更重要的

是，要瞄准联合作战的“软肋”出题。一

支部队联合作战能力的大小，不在于强

项有多强，而是在于其短板有多高，犹

如“木桶效应”，其盛水多少决定于木桶

中最短的那块木板。有的部队每年年终

考核都是官兵熟悉的那几个“必考课

目”，久而久之，不仅会造成部队训练中

的“偏科”，更为严重的是平时训练中存

在的问题发现不了，导致考核过后短板

依然存在。要树立“宁愿输在考场，也不

败在战场”的观念，把联合作战环境设

险、把联合作战情况设难、把联合作战

难题设够、把联合作战问题设准，让各

级指挥员在联合作战考核的危局难局

险局中出“冷汗”，让广大官兵在联合作

战的真刀真枪对抗中出“热汗”，确保考

出真水平，考出危机感。

考核，要突出考领导干部。俗话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身为联合

作战指挥员的部队领导干部，其联合

作战指挥能力强弱直接关系隶属部队

的战斗力。因此，年终考核要重点考查

指挥员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例如谋

略、战役战斗决策、协同、特情处置等。

同时，要搞好考核监督，要走出以往

“自考自评自督”的模式，应由上级或

第三方进行严格监督。

训练考核是未来战争的预演，考

场必须与战场对接，以战场需求为导

向，战场上需要什么，考场上就考什

么。要大胆创新考核形式，灵活设置考

核题目，用考核为部队训练把关正向，

才能有效促进训与考的良性互动，不

断拉近训练场与战场的距离，提高部

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陕西省 军地联合出台退兵问题惩处办法见成效
今年退兵率比去年下降 85%

本报讯 苏健、记者曹琦报道：今年
的新兵退回率高不高？11 月 28 日，记者
从陕西省军区军务动员处了解到，上级
划出的红线是“退兵数量不超过征集任
务数的 1%”，而该省今年的退兵总数不
足任务数的 0.3%，比去年下降了 85%。
军务动员处处长吕森说，今年夏秋征兵
时，陕西省军地针对往年退兵偏多问题
实施一系列整治措施，现在见成效了。

送到部队去的新兵被退回，既影响
部队安全稳定和战斗力建设，也容易在
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处理退兵问题，政
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成为
各地兵役机关的挠头事。陕西是兵员大
省，近几年来，该省出台了一系列优待政

策，极大吸引了适龄青年应征入伍，有效
提升了兵员质量，但退兵数量也水涨船
高，出现了退兵偏多问题，引起了该省军
地领导的高度重视。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该省军地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依据《兵役法》《纪律条令》
等有关法规，制定了《关于征兵工作退兵
问题惩处办法》。他们将退兵数量的多少
直接与单位和责任人的评优评奖等挂钩，
退兵越多，惩处力度就越大。记者在该《办
法》上看到了对应的具体惩处措施：退兵
数量超过任务数 1%的，取消征兵工作先
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一对好主官”评选资
格；连续两年超过 1%的，取消党管武装工
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资格，军分区（警

备区）主官在全省征兵工作会议上做检查；
连续 3年超过 1%的，取消“双拥模范城”评
选资格。由此有人说，多退回一个兵，有可
能损毁一座城市的荣誉。

采访中，该省各地征兵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都说，今年出台的惩处办法是
“史上最严”的。记者看到，《办法》对各
类退兵问题的惩处作了明确规定：适龄
青年拒服兵役、造成思想原因退兵的，
将其纳入违法失信名单，依法依规实施
行政性、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约束
和联合惩戒，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因体检医生出具虚假医学文件造成身
体原因退兵的，对体检医生等直接责任
人处以罚款，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

予行政处分，并由地方政府对体检医院
记不良积分 10 分；对明知有问题，兵役
机关弄虚作假或授意作出合格结论造
成身体原因退兵的，对直接责任人从严
处理；因政治考核不严导致退兵的，对
负责政治考核的现役干部、公安干警进
行严肃惩处。
“这个‘严’是贯穿征兵工作全过程

的。”吕处长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制定
了严格的惩处措施，更是立起了铁规
矩、构建了严密的防控体系，并综合运
用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多
种渠道，对征兵工作各环节各层面进行
严格监督，确保了严格征兵、阳光征兵
落到实处。

利用电影上好国防教育课
“国防万映”活动开展 7年来，吸引

3569万人次以观影方式接受国防教育

本报讯 记者王春春报道：这是一
个总结表彰会，但是，上台颁奖的有翟俊
杰、陶玉玲、韩中、伊春德等电影表演艺
术家，他们给获奖者颁完奖后还集体朗
诵了国防教育诗歌《我骄傲，我是中国
人》。这是记者在 11 月 29 日召开的“全
民国防教育万映计划”年度总结表彰会
上看到的一幕。

什么是“全民国防教育万映计划”，
电影界缘何参与国防教育活动？国家国
防教育办公室负责人给记者介绍了相关
情况：2009 年，经军地有关部门协商，在
原来的“万校联动优秀影片放映计划”基
础上，探索国防教育与电影放映有机结
合的路子，取名叫“全民国防教育万映计
划”，简称“国防万映”，即在全国城乡投
放 1 万套高清数字电影放映设备，采用
统一的形式，通过固定、流动放映场所，
播放国防和军事题材影片，加映国防教
育专题片、宣传片，广泛普及国防知识、
灌输国防观念、培养国防精神。与此同
时，“国防万映”主办方还多次邀请在所
映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的演员到场，与
观众互动交流、互促国防观念的增强。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有关领导说：
“以电影的形式讲述国防故事、普及国防
知识，是接地气、寓教于乐的国防教育创
新方式。”这项活动开展 7 年来，利用民
兵整组、学生军训、乡村集市、城市居民
消夏等时机，先后在 20 个省（区、市）开

展主题放映活动 41755 场，吸引 3569 万
人次以观影的方式接受国防教育。

为表彰推动这项活动落地的先进
单位，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承
办 2016 年度“全民国防教育万映计划”
总结表彰会，10 个单位受到表彰。教育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电影
基金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吉林、江西、新
疆等 25 个省（区、市）国防教育办公室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表彰会上，黑龙江、
青海、宁夏等 6 个省区介绍了以“国防
万映”活动为平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
经验做法。

为进一步拓展国防教育载体，丰富
国防教育形式，增强国防教育的时代性
和感召力，军地有关部门在互联网上建
立“国防万映”平台，让观众在网上观
看国防教育电影，并构建起信息化全民
国防教育体系，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进
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基层
连队。据悉，2017 年，国家国防教育办
公室和中国电影基金会将积极拓展“国
防万映”活动的深度与广度，不断丰富
教育平台的内涵，并建立奖励机制，努
力把“国防万映”打造成全民国防教育
和中国电影公益活动的重要品牌。

“再见，老兵！老兵，再见！”12月 2日清晨，大风减弱，轮船通航，位于渤海深处的大钦岛码头上泪花涌动，上演送别老兵的感人一幕。山东省军区某海防团驻岛官兵

把退伍老兵一一送上登陆艇，互敬军礼，依依惜别。 本报特约通讯员 于俊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