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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培军、冯兵报道：1月 5
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22个军地单位召
开民兵应急分队整组部署会，军地领导
在学习习主席开训动员训令后，一致决
定将民兵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督查考核，
并建立四季巡查机制，努力锻造随时拉
得出、上得去、起作用的应急力量队伍。

乌拉特中旗地处祖国边境，以蒙古族
为主，民兵分队担负着巩固民族团结、边境
联防、抢险救灾等任务，是一支重要的应急
处突力量，但辖区地广人稀导致民兵编组较
难落实。该旗人武部部长张巍澜去年7月
履新，他谈道：“辖区没有规模性企业，民兵

应急分队大多编在旗直单位，工训矛盾突
出，‘名册兵、抽屉兵’现象普遍存在。”着眼
履行新时代国防动员使命任务，该人武部多
次与旗委政府沟通，最大限度争取支持。

党委政府唱主角，督查考核全覆
盖。今年，军地双方更加注重党管武装，
把民兵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督查考核，形
成了严抓大抓的高压态势。各级对民兵
工作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在年终实绩
考核中突出武装工作分值，由旗委组织
部统一考评，并充分听取人武部意见。
旗委政府督查室和人武部组成牵头单
位，把巡查机制贯穿于民兵整组训练全

过程、各阶段，坚持战斗力标准，通报批
评发现的问题。同时，该旗还建立问题
线索汇报制度，对消极应付、违规违纪问
题零容忍，立起了依法施训的鲜明导向。

据该旗副旗长石朝鲁介绍，建好民兵
队伍是军地双方共同的政治责任，只有把
队伍建好了，地区发展才有安全稳定的环
境，老百姓才能心里踏实。据了解，自去
年以来，该旗出资70余万元为县乡两级
民兵应急分队配齐了装备器材，规范了库
室阵地建设，为辖区专武干部配发了制式
服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
投身国防、强军兴武的热情。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军地联合督查

民兵工作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

本报讯 李焕龙、张帆报道：1月 3
日,一场大雪让关中大地银装素裹。陕
西省咸阳军分区在起床号响起后，就组
织官兵清扫道路积雪，司令员和政委也
拿上扫把、铁锹，加入了除雪大军。领导
干部带头树起好样子在这个军分区已成
为习惯。

“勿以善小而不为。作之于细才能
累之成风。”司令员李兴荣说，为促使领
导干部自觉带头履职，军分区制定《干部
教育管理规定》《营院管理规定》《军车管
理使用规定》等规章制度。特别是该军
分区的“集中管、统一派、逐级报、定向
用”制度，让军分区领导和家属流行起了

打出租车、坐地铁、乘公交。去年 7月，
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军分区政委张海山
回家取换洗衣服，本来从地铁口出来坐
13路公交车可以直接到军分区，他却不
小心坐上了停靠在同一站台的副 13路
车，直到终点站才发现自己坐错了车，最
后他也没有找司机过来接，而是打出租
车回到了军分区。

征兵工作是军分区年度重点工作,
也是重点敏感领域。去年，征兵工作一
开始，军分区首长带头承诺不递条子、不
打招呼，督促动员处按上级要求一次性
把所有指标全部分配到县(区)人武部，
机关只负责跟进服务和检查督导，对违

规违纪问题严查严处。在去年 12月 29
日召开的咸阳市征兵工作讲评会上，4
个人武部主官带头分别作了8分钟的表
态发言，剖析退兵原因，向军分区党委做
出深刻检讨。短短几十分钟的分析会，
让不少领导干部如坐针毡。

以前每到季度总结，一些机关干部在
自我评价中对存在的问题轻描淡写，怕丢
面子损形象。“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上行下
效，机关干部怎愿揭短亮丑？”针对这一现
象，该军分区坚持每季度召开干部讲评会，
领导带头指名道姓互相批评。2017年8
月，一名刚从野战部队交流过来的干部去
看望战友，脱离值班岗位。军分区党委在
对他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让该人武部
领导作出深刻检查。

职工绩效工资补发是该军分区长期
积压的问题，由于涉及人数多、经费需求

大,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不能谈钱色变。
落实职工待遇，是广大职工的合理诉求也
符合规定要求，就看我们这些领导有没有
理旧账的担当。”张海山说，去年，在摸准、
算清职工补发绩效工资数额后，军分区拿
出67万余元，为56名职工补发了绩效工
资。军分区保障处职工王方开心地说：

“组织没有忘了我们这些老职工，我要在
工作岗位上更加用心，回报组织。”

在军分区工作 13年的保障处士官
李诗龙感慨道：“最近总能见到领导带
头训练，这让基层官兵训练起来更带
劲了。”咸阳军分区首长机关敢于自曝家
丑、敢于点到人头、敢喊“我是领导看我
的”，这样的好作风受到基层官兵、职工
的赞誉，鼓舞了士气。去年军分区担负
的民兵演习演练、抢险救灾等大项任务,
刷新10项训练纪录。

陕西省咸阳军分区在纠“四风”中重点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讲规矩守纪律，先抓关键少数
纠“四风” 转作风 树新风

本报讯 梅永前报道：“我的计划这
周有 4项训练内容，怎么你的才 3项，是
不是程参谋搞错了？”“我们动员处的训
练计划和政治工作处的也不一样。”1月
4日，江西省上饶军分区组织首长机关
基础课目训练，官兵们看着下发的训练
计划，相互比较后纷纷议论。

“大家手上拿的计划都没有错，这
是为了改进训练方法，今年特别为你们
量身制订的新计划，所以各不相同。”看
着大家满脸疑惑，该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处长路明生作出回应。原来，这个军分
区在年度训练考核中发现，有的官兵嘴
上讲“考就考，谁怕谁”，可到了临考关
头还是没底气，有怯考、躲考等思想。
该军分区党委分析认为，关键是训练方
法不科学、氛围不浓厚，训练“一锅煮”，
效果不明显。为此，今年开训，该军分
区首先根据岗位的不同需求和官兵的
短板弱项，分类制订训练计划，让训练
更加精准高效。

全军开训动员后，该军分区党委专
题召开议训会，集体研究新年度训练计

划。他们区分首长机关与应急分队两个
层次，区分军官、士官、职工与专武干部、
民兵等5类对象，为每个岗位、每名官兵
量身制订训练计划，提高训练的针对
性。其中首长机关训练在完成共同理
论、共同技能的基础上，区分岗位开展训
练；应急分队则突出应急必备、应战急需
的训练课目。在训练对象上，他们根据
各人短板弱项，交叉展开组训。同时，该
军分区还细化评比标准，设置当日训练
有打分、每月训练有排名、阶段考核有评
比的评估体系，以量化考评促进训练成
效提升。

近日，笔者在该军分区训练场看到，
官兵们完成预备活动后，迅速按照各自
计划展开训练。动员处杨参谋去年在引
体向上项目丢了分，今年将重点进行针
对性训练，通过一周“补课”，成绩有了明
显提高。路明生处长介绍说：“根据岗位
需求和官兵弱项制订训练计划，虽然加
大了工作量，但这样训练可以让官兵有
更多时间补足短板，而且提升了参训热
情，训练效果非常明显。”

上饶军分区着眼短板弱项加强针对性训练

每人都有专属训练计划

新年开训，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库鲁木都克边防连组织护边员开展应急处突演练，增强护边员军事技能，加
强边境管控力量。图为护边员进行棍棒术演练。 杜麒麟摄

本报讯 王俊、张贤林报道：1月
3日，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武部
联合旗民政局、人社局及退役士兵就
业服务指导中心举办退役士兵专场
招聘会。此次招聘会吸引110名退役
士兵参加，共有10家企业提供百余个
岗位，并对薪资福利待遇、工作时间、
录用程序等具体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确保退役士兵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
工作。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

举办退役士兵招聘会

本报讯 张然、王伟报道：1月 1
日起，河南省淮阳县人武部联合县卫
计委、民政局，将全县退役军人纳入全
民健康检查范围，为他们提供一次免
费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每位退役
军人到安置办报到时，都会收到免费
为退役军人进行健康检查的消息，该
县的 18个乡镇卫生院也采取张贴宣
传海报、口头传播、微信推送等方式，
让退役军人及时享受免费体检。

河南省淮阳县人武部

为退役军人免费体检

本报讯 吴维、黄柯煜报道：新年
伊始，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立足本
单位军事训练实际，围绕“新年度训什
么、怎么训、训到什么标准”三大课题，
组织干部骨干开展为期 10天的军事
组训法集训。据了解，此次集训包含
军事理论考核、专家辅导授课、课堂大
讨论、军事技能比武等内容，着力提升
干部骨干教学组训能力，增强课目组
训质量。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

开展军事组训法集训
（上接第一版）

用党委自律规定立
下一个样——

先学制度后办事，眼
睛朝着基层看

2017年 10月 13日 ，连 队 周 五 会
餐，一道道由炊事班自制的精致菜肴
摆在了餐桌上，特别是油亮酥脆的烤
羊排让很多官兵喜出望外，大家纷纷
拿起手机拍照发朋友圈。说起这些
菜，军区保障局助理王强很有感触：

“基层饭桌连着首长机关作风。定期
改善官兵伙食有了可靠经费保障，官
兵们都叫好！”

短期靠整顿，长期靠制度。内蒙古
军区始终注重抓住关键少数不放松，专
门制订了《党委常委接受同级纪委廉洁
自律监督的暂行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坚持先学制度后办事、眼睛朝着基层
看，带头落实廉政规定、参加组织生活、
缴纳各类费用、维护基层和官兵权益，以

良好形象影响部队、感召官兵。同时，他
们还陆续出台了干部落编定岗 12步以
及士官选取、兵员征集赋分等10个办法
规定，匡住不规范的、把住不可为的、卡
住不该办的。

“带部队就是带士气，带士气就要有
好风气。”军区党委始终把基层官兵最期
盼的事挂在心上、落到实处。以前基层
战士都要请假外出理发，战士们一周洗
一次澡。如今，军区建立了理发室，免费
为官兵理发，还为连队安装了太阳能热
水器，战士每天都能洗热水澡。官兵服
务社通过公开招标进行采购，所有商品
售价比市场价便宜20%。军区还联系地
方电影院，每周六到军区大院免费为官
兵和家属播放最新影片。军区警卫勤务
队通信中队班长乔梦娜告诉记者：“现在
军区还给我们建立了排练厅和琴房，丰
富了业余生活。”

身入新风，行至自觉。如今，该军区
部队风气向上向好，官兵的精气神也逐
渐有了新时代的新气质。在遇到一些问
题时，官兵们第一反应就是对照规定掂
量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1月上旬，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连进行为期10天的封
闭式军事训练。在缺少场地的情况下，他们将宿舍变教室、将饭堂变课堂。在
上级组织的步枪实弹射击、防暴处突等8个课目考核中，200多名参考民兵队员
全部达标。 崔国春摄

周末去拜访一个老战友，却是在
他办公室见的面，只见他办公桌上
摆满各类文件，外加两个便当盒，我
们握手后他自我解嘲：“写不完的文
稿，报不完的材料，有的也是‘照葫
芦画瓢’。”听着战友的牢骚，既让我
有些惊讶，也让我若有所思。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篇
评论文章，说的是为什么有的基层
政府部门抄袭之风盛行？原因是有
的 地 区 或 部 门 以 会 议 落 实 会 议 精
神，以文件落实文件要求，起草文
件、简报、纪要任务繁重，让相关人
员疲于应付。一位公职人员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我一年要撰写的文
件材料有 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
至少有一份。”某省军区办公室一位
正团职干事说，有些材料要得很急，
当天布置当天要，有的要连夜完成，
根本没有精力认真组织内容，有些
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只能是“照葫
芦画瓢”。

习主席最近就一篇关于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新表现的文章作出重
要批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 风 建 设 永 远 在 路 上 。 基 层 如 此

“画瓢”，可谓是上有官僚主义，下有
形式主义。那么，如何让“笔杆子”
腾出时间去深入基层调研挖掘，真
正写出一些具有指导性和创新性的
好材料来？关键是杜绝文电会议中
的官僚主义，提倡“短实新”、反对

“长假空”，防止抓贯彻提要求不考
虑基层承受能力、不留出基层落实
时间、不顾及工作实际效果，真正还
时间于基层、还自主于基层，把基层
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笔杆
子”从呈文办报中解放出来。

要鼓励基层结合实际自主抓建，
不搞极端完美主义，对改革创新、积
极作为之举要容错容过，不随意上
纲上线追究责任。否则，只会倒逼
基层“照葫芦画瓢”当文抄公，而疏
于思考，脱离实际，陷入思想僵化的
窠臼。同时，要力戒“拿来主义”，东

拼西凑，随意 Ctrl+C,下级单位抄上
级单位，改头换面“套”发文件。另
外，对相关文件可向社会公开晾晒，
让那些照搬照抄、“注水文件”无处
遁形。

党风决定文风，文风体现党风。
文风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更是党
性立场问题。“照葫芦画瓢”盛行于
基层，将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
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
和力，最终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党的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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