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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联勤保障中心

张玉虎：以演练收心

“元宵未过还是年，如何让战士

们收心归位？”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

野战输油管线大队队长张玉虎的办

法就是一个字：练！

2月 3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张

玉虎就组织队员开展地震救援拉动

演练。主训的都是险难课目，既要让

官兵在紧张的训练中完成假日收心，

更要立起真打实备的导向。图为张玉

虎讲评拉动演练中暴露的问题。

张金华摄

“很光荣！我能参与完成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组建后的首个春节值守”

新体制运行，战备弦紧绷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魏泰山：坚守是为更好团圆

2 月 3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看着同事们投入
紧张的工作，魏泰山却松了一口气。假日 7 天，身
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供应处副处长的魏泰山一直
坚守在战勤值班室，每天同身着海军、空军、火箭
军各色迷彩服的战勤值班人员一道，坐镇“中军
帐”，利用信息化指挥视频系统，对所属师团单位
进行抽点，检查人员在位和战备值班情况。

他想起春节前夕，刚填完春节探亲的申请表，
通信站女兵小李就喊着报告进来了。“魏副处长，
上级有一份加急电报请你签收。”
“又是关于油库安全管理的通知。”春节前夕，中

心已经收到了 2份《关于加强春节期间油库站安全
管理》的传真电报。魏泰山犯了难，“中心刚组建 5个
月，处里同志都是军兵种交流过来的，对油料管理不
熟悉，我要是走了，他们的任务就更重了。”魏泰山想

了想，把探亲申请表改成了战备值班申请。
魏泰山入伍就与油料“结缘”，一干就是 20 多

年。他先后参加上级比武百余项，获奖的证书一大
摞，在油料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随着部队训
练强度加大，油料保障任务日益繁重，魏泰山已连
续 6 年担负战勤值班任务，今年春节他本答应父
母会回老家过年，没想到还是食言了。

魏泰山说：“坚守，是为了下一个团圆。明年我
再补偿家人吧。”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王军伟：铁路线上迎新年

这两天因为临近元宵节，车站又迎来一个小
高峰。驻青藏铁路公司军代处运输调度处副处长
王军伟一直往返于青藏铁路线上。大家笑他，和
铁路不离不弃。他说：“很光荣！我能参与完成军
委联勤保障部队组建后的首个春节值守。”

1 月 28 日凌晨，王军伟在青藏铁路线上迎来

了鸡年。2 个半小时后，他又奔走在西宁车站的编
组场内，查看一批装备的捆绑加固和押运员情况。
按照规定，王军伟不需要去现场接车，但为确保春
节期间运输绝对安全，他坚持现场查看。

王军伟所在的军代处担负着青藏铁路 2000
余公里线路上的军事运输保障任务，由于单位
编制人员少，调度值班员除了担负日常和战备
调度值班工作外，还要担负现场装卸和军列接
发工作任务。

大年初一，王军伟在军运调度指挥中心值班
时，突然接到电话，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油库反
映：在途的 20 个油罐重车即将接入，但卸空的油
罐尚未排空，将影响物资正常收发。放下电话后，
王军伟马上与车站沟通，原来是车站机车力量不
足，他立即协调铁路部门，让临近车站机车前往挂
运，确保了部队油料收发工作紧密衔接。

下午 17 时，值班电话安静下来，王军伟却进
入最忙碌的状态———逐批核对运输计划、查看军
运车辆运行点位、向邻局和铁路部门通报运行、向
各级汇报值班工作情况，一直到 19 时，王军伟的
屁股没离开过凳子。
“春节期间保安全，立春立起新目标。干好新

年度工作，我有信心。”王军伟说。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刘峰：陪 65 辆油罐车过节

大庆东站军代处是我军成立最早、纬度最高
的运油军代处，年运油量超过 10 万吨，而军代处
却只有一名军代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源源不
断地将大庆油田出产的各种油品发往部队。

2017 年是刘峰从老主任手里接过接力棒的第
4 年，从此他就没在家过一个完整的春节。“春节期
间，到处放烟花爆竹，最容易引起火灾，我得守着
站内停放的 65 辆油罐车，不能有一点儿闪失。”从
除夕夜到大年初六，刘峰每天都要穿行于铁轨之
间，在结着冰霜的油罐车上爬上爬下，检查每辆油
罐是否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2016 年共有 2000 多辆油罐车从大庆东站发
往各部队，平均每天至少有 7 辆油罐车需要清洗。
刘峰需要监督每个洗刷环节，逐个验收。这工作一
点儿也不轻松，几乎整天都在各个场地之间辗转，
在又冰又滑的油罐上攀爬。“洗罐好比擦枪擦炮，
枪管炮管进了沙子会炸膛，那航空煤油进了沙子
会咋样？战机就可能在空中发生故障！所以别看这
一罐油有几百吨，但一粒沙子都揉不得。”

最让刘峰紧张的是计划外的运输任务。“部队
改革期间，很多任务来得突然，遇到这种情况，就
是没日没夜、不吃不喝，也要想方设法把油按时发
出去，保证部队不断供、不漏供、不误供。”刘峰说。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岳承军：时刻保持箭在弦上

正月初六清早，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一场应急
处突演练骤然打响。

“在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组织应急处突演练，就
是要在检查战备工作的同时，促进官兵归位收心。”
演练结束后，中心参谋部战勤训练处处长岳承军
说。身为战勤训练处处长，岳承军肩负着应急指挥
的任务，不敢有丝毫的马虎。春节假期他带领处里
几名参谋全时值守，担负应急指挥机构备勤任务的
队员，人人箭在弦上，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值守的 7 天里，他上午要监控各重要岗位的
执勤情况，抽查下属单位值班人员是否在位。每天
下午，各单位要进行值班汇报，100 多个单位集中
进行电话汇报，有的还时不时进行“补充”，往往这
个电话还未接完，另一个又响起，最忙的时候不到
2 小时，接通了 200 多个电话。
“虽然中心成立时间短，但是大家都撸起袖子

加油干！春节假期，卫勤处处长王玉平和运输投送
处处长曲杰争着值班；科技和信息化处参谋和治水
与徐强二人的妻子近期都面临分娩，但他俩谁也不
肯离开岗位……”岳承军说：“年味儿散了，硝烟味
儿就更浓了，等待我们的是更艰巨的任务。”
（张 亮、郭 彬、黄 翊、郑孝刚、赵佳庆、

王礼光报道）

快醒醒吧，那些沉睡的人防网站
■余秀芝 本报记者 汪 娜

2 月 3 日，河南省开封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秘书长李玉巧一上班马上收集
各区县人防部门春节期间的值班情况，
汇总后上传更新门户网站首页内容。

就在春节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公
布了全省政府网站的抽查情况，开封市
人防办的网站被通报批评，原因为：网
站整改不彻底，多个栏目为空白。

有被批评的，也
有被表彰的

如今，行政机关越来越注重主动公
开信息，门户网站成了政府各部门的窗
口。各级人防部门都将自家的门户网站
作为部门与公众、企业之间的沟通平
台。那么，人防网站建设得如何？

根据各省市公布的政府网站抽查
结果显示，人防网站建设的规范化程度
有待提高，“睡眠网站”现象严重，表现
为信息长期不更新、办事服务不实用、
有形式无内容等。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
院副院长刘自雄认为：人防网站“陷入
沉睡”，主要原因之一是网站管理者不
了解群众需求，仅从自身业务角度出
发，不断增加新栏目，但信息的提供却
跟不上栏目设置的速度，从而陷入有栏
目无内容的尴尬。

有因网站“沉睡”挨批评的，也有将
网站做成了招牌，获了表彰的。

辽宁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网站，仅
“人防要问”栏目，2016 年度的更新条目
就达到了 350 篇。在前不久辽宁省政府
办公厅的政府网站抽查结果中，辽宁省
人防办公室名列前茅，受到表彰。
“这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辽宁省

人民防空指挥通信处处长苏春良说，
“我们从省办机关到各市县区均有专职

管理人员和报道人员。省政府信息处还
对各部门的网站建设定了硬指标，提高
报道人员更新网站内容的积极性。"

不要看上去“很
好”，必须得实用

“对于各类市场主体提出的有代表
性的意见，对于群众的重大利益关切，
各级政府要敢于担当，主动回应。”1 月
4 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
的话掷地有声。各级政府网站的服务功
能再次提上了重要日程。

“人防网站最重要的就是服务职
能、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中国人民防
空网周和平总编辑认为，“老百姓对政

府部门是否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
们提供服务的质量。人防系统存在涉密
内容，有些政策、标准等信息无法在互
联网全面、及时公示，‘政民互动’窗口
恰好为政府和群众、企业搭建了互动、
答疑的桥梁。”
“农村宅基地挖建地下室，需要人

防办审批吗？”网友林彬在福建省人防
办公室网站留言。

“根据《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规
定，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应当
结合修建防空地下室，农村宅基地民用
建设项目，只要属于城市规划区范围，
应当依法办理人防审批手续。”福建省
人防办主任陈照瑜回复。

福建省民防网站最受欢迎的是“公
众参与-主任信箱”栏目。2016 年，共有

53 名网友在“主任信箱”提出问题，所
有咨询均在 2 至 3 个工作日内得到了
回复。

实际上大多数人防网站都设置了
“在线咨询”栏目，然而记者浏览发现，
多家人防网站“服务”页面，多次弹出了
空白页面。“仅仅有了服务主题，却没有
服务内容，再好看也是空架子。”有网友
如此留言。

监管和自觉，必
须双管齐下

2015 年 12 月，辽阳市人防办网站
因为新闻更新不及时被通报批评。经历
了 1 年的整改，2016 年度组织的政府网

站抽查时，该人防办网站新闻更新频率
有了大幅提升。

从 2002 年开始，我国就有多家机
构开展全国性的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工
作。各级政府也会不定时地抽查。
“但是也要预防‘游击式’维护。即

评估前、通报后，网站信息的可用性、更
新速度、回应情况得到明显改善，时间
一长，更新又缓慢了。”刘自雄提醒：“必
须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引导网站
健康有序发展。”

正因如此，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在开
展第四季度全省政府网站抽查时，将
“办事流程是否规范可用？是否提供行
政审批类、公共服务类在线系统？咨询
回复率和答复内容的有效性”等内容列
入《安徽省政府网站考评办法》。
“人防网站的建设，不仅有利于人

防部门自身形象的逐步提升，还有利于
部门决策水平的提高和反应能力的提
速。”安徽省人防办法规宣传处处长杨
开斌认为。

在绩效评估的推动下，各级部门加
快了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和政民互动等
服务功能。多个省份将政府部门网站建
设情况纳入绩效考评，成为单位或个人
晋升评比的硬杠杠。2016 年，福建省人
防办公室就因网站建设成绩突出，在省
级精神文明单位评比中获得加分。
“被通报后，我们加快了网站建设

维护的进度，每周都和市政府信息管理
中心沟通，及时查找问题，争取早日摘
掉‘后进’的帽子。”李玉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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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在一切社会

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

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

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

改变着它们的模样。无疑，在信息时

代，信息化网络化就是这种“普照的

光”，从社会治理到各行各业，只有实

现信息化网络化才能绽放出时代色

彩。正是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前些年各

级各地人防主管部门纷纷登上网络，

开户建站，呈现出顺应时代、创新发展

的生动画面。

人民防空是一项国家战略、长期

战略，与广大人民群众和诸多社会行

业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密切相关。人

民群众的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是人

防事业建设发展的源动力。人防门户

网站的核心功能就是在网络空间宣传

人防知识，传递人防信息，开展人防服

务，形象地讲就是要依托网络建设人

防，凝聚民心和力量，筑牢护民之盾。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各级各地人

防门户网站在维护管理和实效发挥上

渐渐拉开差距，有的适时改版，及时更

新数据信息，不断提升线上线下交互功

能和对用户的友好度，成为“优等生”。

也有的只顾追求“面子”好看、“技术”炫

酷，窗口越来越多，路径越来越繁，实际

功能却不增反降，主观上有接近用户的

愿望，客观上却是拒人门外的效果。还

有的多年来就是一张“老面孔”，一副

“老骨架”，一些“老故事”和几扇“老天

窗”。这后两者自然就成了“后进生”“差

等生”，违背了人防门户网站建设初衷，

也没有在“普照的光”照耀之下焕发出

应有色彩。从战备的意义上讲，后两者

也是和平积习的表现。

习总书记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

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

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

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

疑释惑。人防门户网站建设管理和实效

发挥如何，是技术能力、思维理念和工

作作风的折射。懂不懂互联网，是否具

备互联网思维，想不想把人防工作融入

“互联网+”，有没有运用网络平台和数

据支撑科学规划人防建设、强化人防监

管、提高人防服务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取

向，是关系人防门户网站建设维护、实

际运用质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优等

生”之所以优，就是因为在这些决定性

因素上积极作为，生成了正能量。“后进

生”“差等生”要想改变局面，不仅要在

这些决定性因素上下一番功夫，而且要

常下功夫、下长功夫。

试想，普通群众一旦进入人防网

站，就能被精彩的页面吸引，轻移光

标就能看到党和政府关于人防建设

的最新规划、公告，学习人防基本知

识，了解现代空袭特点和人防发展态

势，知晓紧急情况和战争状态下如何

自救互救、怎样疏散隐蔽，明白作为

公民应该依法履行哪些人防义务、享

有哪些权利；能够在网上给自己来一

场人防知识技能训练和测试，足不出

户就可办理与人防有关的事项，轻击

键盘就能提出自己关心的人防问题，

上传想法和建议，甚至和主管领导来

一场面对面“网聊”和探讨。这样的人

防门户网站建在网上，却根植于民

心，自然会让群众点赞，被社会认可，

把网上网下联结成推进人民防空事

业的“同心圆”。

根据各省市

公布的政府网站

抽查结果显示，

人防网站建设的

规范化程度有待

提高，存在“睡眠

网站”现象。

制图：张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