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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一场罕见的暴雪覆盖江
淮大地，由淮安市委常委带队，60多个
市直部门、部委办局领导组成的小分队
顶着寒流深入驻军座座营房，促膝倾听
兵声，真诚解决兵忧……让官兵们于冰
天雪地中感受到了融融春意。

近年来，通过不断创新机制、丰
富内容、拓展路径，淮安市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工作气象一新，屡获
“全国双拥模范城”殊荣，其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

评比在即，面对以前考

核中种种弊端怎么办？

引入第三方考评机制

“请把你们县所属乡镇街道名册
提供一下，我们需要实地抽查一到两
个基层单位资料和具体工作落实情
况。”去年 11月底，淮安市双拥工作考
评小组奔赴盱眙县，在民政部门相关人
员带领下，来到数公里外的太和街道友
法社区双拥工作站，从规章制度到台
账、从拥军优属队伍建立到拥军优属措
施的实施，考评组看得认真、听得细致、
记得翔实，与优抚对象面对面、点对点
实际抽查。这是该市双拥办邀请第三
方对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区）进行考
评的一组镜头。

近年来，淮安市委、市政府采取各
种举措加大双拥工作力度，将其纳入跨
越科学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然而随之
而来的年终评比表彰，颇令人头疼：过
去各单位自己组织考核，总免不了打人
情分；有的县（区）担心上级戴有色眼
镜，现在工作做得再好也可能因过去的
不良印象而获低分；尝试采取县（区）互
评，又存在标准拿捏不一致、搞感情投
资打短线等问题，不仅挫伤工作热情，
还败坏了风气。

引入第三方考评机制势在必行。
该市双拥办从市直单位和部门挑选了

6名长期在双拥战线工作或有资料管
理丰富经验的同志担任考评组成员，
分为资料组、现场组、部队组深入开展
科学考评，并且进行了为期 3 天的专
题培训。

引入第三方考评机制效果如何？
笔者看到，考评组依据国家、省市有关
工作要求，对被考评单位落实质量一一
对照，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科学、严谨
的态度，即使扣减 0.1 分也得事有出
处。不仅如此，每次发放测评卷子都是
当天打分，当场公布，当即收回，避免了
暗箱操作。

第三方考评组不听命于任何人，始
终用原则、细则、规则来评判工作，令人
心服口服。许多同志感慨道：“工作既
要争在评时，还要扎扎实实做在平时！”

问题棘手，如何推进落

实确保成效？

事务交办后持续追问

2015 年，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
的过程中，淮安市对照标准梳理出部分
单位双拥机构建设不规范、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一次性按时打卡发放不到位、12
年以上转业士官安置不落实等一揽子
问题和缺项弱项，并对涉及全市 7个县
（区）和部分市直部门的 27项问题，立
即召开整改交办会，逐一确定责任人，
排出进度，限期完成，不留死角。

问题交办之后，各县（区）双拥机构
建设不规范、双拥机构隶属关系不顺等
问题相继得到解决。然而，在义务兵家
庭优待金一次性按时打卡发放不到位
问题的解决上，个别县（区）出现了“肠
梗阻”。按照相关规定，“优待金按当地
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5%进行打卡发放。所需经费由县
（区）政府负责筹集”。个别县（区）却把
这项责任转移给乡镇，不仅落实走了
样，还给乡镇增加了财政负担。

市双拥办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以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给该区
下了交办单，及时纠正对政策的误读
误解，要求各级在涉军问题上雷厉风
行、特事特办。同时，与该区主要领
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当面沟通，在涉及
军人、军队、军属问题上严禁打折扣
搞变通。该区接到交办单，连夜召开
专题会议，按照相关规定拿出切实可
行的整改方案，并责成民政局与区人
武部对接入伍名册，确保安排的资金
一次性发放到位。

近年来，12 年以上转业士官安置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市双拥办感
到，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势必挫伤
退伍的、动摇在伍的、影响即将入伍的，
给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他们与相关
部门一道，对同类士官进行统计摸底，
并采取相关措施，但仍有 44名符合条
件的转业士官处于等待、观望状态。事
不宜迟，市双拥办紧跟不放，派出多路
人马奔赴所辖县（区），征求本人意见的
同时，主动出面协调沟通，哪怕有一个
没有落实，都不厌其烦地做好县（区）和
当事人两头工作，最终使符合条件的转
业士官全部走上了满意的工作岗位。

延伸触角，双拥工作怎

样确保在基层健康发展？

编织网络不留死角

3年前，市双拥办主任宋德成在一
次调研中发现，一些身处农村、年迈或
患有疾病的军属，生活极其困难，但由
于缺少一个组织，这些人成为被遗忘的
角落。双拥工作不能有盲区。宋德成
提出，将拥军优属工作向基层延伸，在
各级行政机构建立拥军优属服务组织。

不久，该市在各县（区）成立“拥军
优属”社会组织，支持驻军部队正规化
建设，以一对一、多帮一的形式帮助生
活生产困难军烈属；在村（社区）成立

“拥军优属服务站”“拥军优属服务
队”，确保双拥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成立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文
艺界、民营企业等 5个拥军分会……蓬
勃兴起的双拥组织如同雨后春笋，遍
布全市 134个乡镇（街道）、1620个行政
村（社区），至此，淮安市构建起了拥军
优属服务网络。

新时代新作为。淮安市双拥办围
绕国防效益和社会效益，因地制宜提出
了“军政军民关系全面提升、军人和优
抚对象荣誉感全面提升、部队为民服务
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拥军质量全面提
升”的目标。

部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一些县
（区）已经没有驻军，该市双拥办着眼需
求转变思路，将不同时期的军人、军属
全部纳入保障范畴。全市统一制定了
结对帮扶优抚对象信息表，对被帮扶人
员细化到曾经服役时的职务、身体状
况、致贫致困原因以及帮扶措施。淮阴
区吴集镇淮西村庄玉兰老人是烈士遗
孀，丈夫周凯新婚未满月就奔赴抗日前
线，英勇牺牲。庄玉兰一直过着寡居生
活，膝下无儿无女，民政部门的同志劝
她搬到敬老院居住，老人执意不肯。于
是，村里组成了 6人服务队长年照料老
人生活，从料理家务到农忙时抢收抢
种，无微不至。

淮安市有现役军人家庭 6000 多
个，优抚对象近 30000人。这样一组数
字背后，需要一个健全的双拥系统作
支撑。为此，市双拥办探索动员社会
力量大力开展科技拥军、文化拥军、
智力拥军和精准帮扶工程，形成了全
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双拥新格
局。市委书记姚晓东表示，今后，淮
安将进一步动员社会各行各业力量广
泛参与，扩大双拥社会化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用一系列创新务实举措，不断促
进双拥工作健康发展。

压题照片：淮安市双拥艺术团团长

冯梦走进淮安武警消防支队，向官兵传

授朗诵、演讲技巧。 张 宾摄

新时代，让“双拥”工作更有成效
—江苏省淮安市创新机制开展双拥工作纪实

■刘广波 王小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
是，2017 年 7月刚到任的山西省潞城
市人武部部长靳刚，自己的火还没点
着，却已经被上级的一把火烧到了眉
毛，急得团团转。

靳刚原是战区机关作训参谋，指
挥训练经验丰富，拥有战略学专业博
士学位。正是考虑到他的任职经历和
专业素质，军分区才会将上级赋予的
《民兵军事训练大纲 （气象专业分
队）》试训论证任务交到他的手上，
由潞城市人武部负责完成。

作为组训的行家里手，靳刚认为这
是小菜一碟，还给领导立下军令状，保
证完成任务。可随着试训工作逐步展
开，他渐渐发现，这事并不简单。

气象分队要求 14 人，可潞城市气
象局总共才 7人；要求试训的 7种装备，
跑遍全市才找到 1种；气象专业组训教
员几乎没有……仔细研究了试训课目
和内容后，靳刚心里越来越没底了：“要
人没人，要装备没装备，巧妇也难做这
无米之炊呀！”

面对困难和挑战，靳刚没有轻言
失败，而是积极想办法、拿对策。他
先是赴市气象局、海航院等单位调
研，全面了解市县两级民兵气象分队
建设现状，深入考察驻地部队与地方
政府气象保障需求，系统梳理任务清
单、装备清单、编组清单，精准对接
“供给侧”与“需求方”。

“军民融合就是破解难题的金钥
匙。”做足一番“功课”后，靳部长找到
了答案。他认为，虽然民兵气象专业
分队人员编制少、技术要求高、装备通
用强、任务保障宽，但只要发挥国防动
员优势，探索形成军地联合论证、联合
组训、联合考评、联合保障的一体化试
训模式，军地互补、共建共用，就能做
好这“无米之炊”。
“没有人，我们就从驻地部队和气

象部门引进人才当教员；没有装备，我
们就采取对口向上请领、友邻县域调
配、军地调拨共用等方式，确保工作顺
利开展……”全程参与试训的人武部政
工科干事申晓鹏告诉笔者，“那些天，人
武部成了联合战场，陆、海、空军一个不
落，军地双方全员上阵。”

两个月后上级验收，人武部不仅
圆满完成了试训任务，靳部长还从课
目内容、训练标准、训练保障等几方
面提出了 21条修改意见，得到上级机
关高度认可。

随着对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越来
越熟悉，闯过上任后“第一关”的靳刚开

始乘胜追击破解难题。
这不，去年9月，人武部每个人手上

都拿到了3张清单：《个人对照检查问题
清单》《人武部干部职工责任区清单》
《人武部干部职工任务清单》……无论
是现役干部还是地方职工，人人都有责
任分工，人人都成了单位的“顶梁柱”。
“人不够用，枪不够使啊！”对于

这 3份“清单”的出台，靳部长道出
了苦衷。随着编制体制调整到位，人
少事多的矛盾更加突出，军事科科长
缺编，保障科科长张志红两副担子一
肩挑，各项工作能否正常完成都被打
上了一个不小的问号。
“我们不能穿着旧鞋走新路，必须在

头脑中来一次破旧立新，在管理上来一
次升级换代。”于是，他们以责任明确到
人、任务分配到人、要求精确到人的方
式，调动起了军地全体人员的主观能动
性，为单位建设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依托驻地大

型化工企业建立专业民兵分队，借助
地方红色旅游资源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谈起未来的发展规划，靳部长信
心满满，干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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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中，一批现役军官从作战部队
交流到国动系统，面对岗位、职责、环境的变化，如何调整心态，适应新
角色、履行新使命，成为每一名交流干部的“必答题”。山西省潞城市
人武部部长靳刚从战区机关到人武系统，从作训参谋到基层主官，经
历了哪些挑战与考验？他的这一段经历值得一看。

1月5日,正值小寒节气，滇西玉龙雪山脚下寒风凛冽。清晨，丽江市古城区人武部20余名干部、职工和常驻民兵顶着寒风展开了拉动训练。徒步行军中，大家

牢记习主席训令，把拉练场当成实战场，围绕人武部担负的维稳、救灾等使命任务，对紧急出动、长途行军等课目进行了演练。25公里徒步拉动训练中，他们还有

针对性地开展国防教育，沿途参观了丽江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红军长征遗址开南研习所，并重温入党誓词，用红军长征精神陶冶全体干部、职工和民兵的情操，培

育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 和 磊、杨建华摄影报道

小雪时节，井冈大地寒气阵阵。
吉安军分区教导大队训练场上，200余
名专武干部身着迷彩服，在冰冷的寒
风中走队列、训战术、练射击，整个训
练场上一片龙腾虎跃。

这些专武干部的动力从哪里来？
面对记者提出的疑问，吉安军分区司
令员江波介绍说：“这得益于我们探
索了一条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的顺畅
路子——严进口、重培养、拓出路。”

几年前，在该军分区有一种怪现
象：不懂武装工作的干部能当基层武装
部长，不少没有当过兵的人能当专武干
部，武装部长岗位成了个人进步提升的
跳板。面对这一现状，他们与市委组织
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对专武干部队伍现
状进行调查摸底，共同制定出台了《专
武干部选拔使用规定》《专武干部任期
考评办法》等文件。

在专武干部的选拔上，他们按照转
业退伍军人优先、党团员优先、科技人
才优先、年轻干部优先、热爱武装工作
优先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广泛选定
考察对象，并采取走访群众、民主测
评、综合考核、张榜公示等方法步
骤，坚持优中选优，坚决杜绝了靠走
后门、人情照顾人员进入专武干部队
伍。特别在对基层武装部长选拔上，
他们采取由人武部与地方组织部门共
同酝酿预选对象、共同制定方案、共同
全面考察的方法进行。实行武装部长
一年期试用制，纳入地方党委班子一同

考核。经过考核通过后，方可正式任命
为武装部长。

该军分区还结合人武部工作实际，
广泛开展以胜任本职岗位、精通本职业
务为主要内容的岗位练兵活动，引导专
武干部立足本职、学习成才。在每年民
兵整组、抢险救灾、应急维稳、训练演习
等重大活动中，他们都把专武干部放到
第一线淬炼能力。近 3年来，他们先后
举办专武干部培训班 12期，培训专武
干部 1800余人次，先后选送 160余名专
武干部到省人武学校培训。

有为才有位。据统计，近年来，
经该军分区向地方党委推荐，有 76名
武装部长得到提升和重用，51名优秀
武装干事被提升为武装部长或副部
长。与此同时，该军分区敢于较真碰
硬唱“黑脸”，采取转岗、免职、交流
等一系列措施，对素质不高、业绩平
平、不适应武装工作的专武干部进行
调整。2015 年以来，他们先后将 3名
工作实绩一般、5名因健康原因不适
合干武装工作的武装部长调整到其他
岗位，将 6名工作平庸的武装干事调
整出专武干部队伍。

严进口 重培养 拓出路
——江西省吉安市抓专武干部队伍建设有实招

■刘洪君 本报特约记者 龙礼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