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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长鑫、记者戴丹华报道：
3月下旬，河南省军区作战指挥中心，面
对电子显示屏上的地图，洛阳军分区政
委黄为忠展开防汛动员部署。当天，该
省军区正师职干部依次在这里接受模拟
防汛抗洪的想定作业考核。

省军区政委胡永生告诉记者，习主席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时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
怠”，国防动员战线要切实担负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必须确立备战
打仗是第一任务的思想，时不我待苦练本
领。为此，他们将千余干部拉进军事考核
场，通过分类出题、人人参考、全程监察，
以考促训，提升官兵危机意识。

翻看该省军区下发的《干部军事素
质集中考核的通知》，这次考核依据人员
不同类别，分门别类拟制业务工作常识
和想定作业试卷，干什么业务考什么题，
有效避免考试“一锅煮”现象。新调整的
该省军区郑州退休干部休养所政委周玉
陶说：“这种出题方式，我可是头一次
见。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

更有利于平时工作的开展。”
师职干部是各单位的领导，上级组

织考试的机会少，在自身组织的考试中
部分人员出现拥有“豁免权”现象。然而
这次考试，师职干部一个不少，包括省军
区机关局（办）领导，全部参考。记者在
考试现场发现，正师职干部抽签决定内
容，口述处置要点。副师职干部依据想
定，拟制决心建议，同时展开业务工作常
识和 3000 米跑考核。一名正师职干部
感慨地说：“这种考试方式，虽然有时能
使人‘脸红’，但逼一逼，对提高自身能力
素质大有益处。”

3月 12日，该省军区综合训练队教
室，副师职以下干部想定作业考试在这
里进行，记者发现，从试卷抽取、考场监
考到密封改卷，政治工作局纪检干事周
仲夏全程参与。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
考试环境，考试不仅实施全程监察，该省
军区还邀请了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
专家教授，对正师职干部口述想定和其
他干部想定作业进行打分，确保评得科
学、合理。

河南省军区千余干部走上军事考核场

以考促训，提升官兵战备意识

编者按 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
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这是
对各级政府提高工作效率的具体要求，更为建设智慧政府、
强化服务百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标准。国防动员系统情况

和地方政府不完全一样，但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服务意识的
要求是一致的。更因其联通军地间，是百姓身边的“军代
表”，是群众感受军队作风最直接最近的载体，因此创新工作
方法、提升服务理念，将工作办到群众心坎上就显得更为重
要。当前，征兵宣传兵役登记工作正在进行，浙江省军区和
广西玉林军分区的创新做法值得借鉴。

编者按

本报讯 记者罗正然、通讯员孟李
童报道：早晨醒来就抓起手机，看微信群
更新；上班间隙，听到信息提示，立即回
复；晚上睡觉前，还要对微信群里的信息
过筛子似的浏览一遍……从 2月底兵役
登记工作展开后，刷屏伴随着浙江省浦
江县人武部职工陈高翔的起居住行。

陈高翔并没有“刷屏依赖症”，手机
“捆绑”他的生活，只为及时答疑释惑——
他拉建了全县专武干部和高级中学政教
主任两个微信群，全面进行征兵工作政
策解读，及时回复咨询疑问是他的职
责。至 3月 18日，他在微信群内回复信
息已有 1100 多条，其中最多一天有 126
条。陈高翔戏称，征兵工作嵌入“最多跑
一次”改革理念芯片后，自己成功转型

“客服”，恨不得 24小时在线服务，而这
是目前浙江省兵役部门常见的风景。

浙江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先行省
份，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和提高政府部
门服务意识，促进工作效率提升，受到群
众普遍欢迎。去年以来，省军区将“最多
跑一次”服务芯片嵌入征兵工作，群众满
意指数直线上升。

机关多指路换来基层少绕路。过
去，征兵工作“按下启动键”后，市县两级
工作的重心往往放在“任务有没有部署
到乡镇”“有没有按时间节点推进”上，至
于在落实过程中遇到什么棘手问题，基
本靠末端的同志自己消化解决。机关不
应只当任务的“传递手”，而应成为解难
的“主攻手”，为此，去年以来他们在组织

新任专武干部业务集训，编发《征兵工作
宝典》《跟着老武装学征兵》等教材，为基
层提供基本遵循的基础上，追着基层主
动支招。他们要求，从省军区到军分区、
人武部分别建立微信群，由业务骨干担
任群主，及时一对一答疑解惑。

干部多加班换来青年少请假。3月
10日，星期六，浦江县仙华街道武装部却
正常上班。原来当天有 30多名已完成
网上兵役登记的适龄青年要来提交登记
表进行现场确认。这些青年有的来自职
业技术学校，正在实习，只有周末有空；
还有的随父母在外地求学，只有周末才
回到户籍所在地。为了减少他们要跟单
位或学校请假带来的不便，避免路上来
回折腾，武装部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

让信息多跑路换来群众少跑腿。
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已覆盖浙江所有
城市乡村，他们借鉴“数据城市”“智慧
政府”的服务模式，让征兵政策通过网
络畅达千家万户。去年 3月，三门县征
兵办参谋孙鹏轩全面收集资料，精心设
计制作出征兵工作全图解，怎么网上报
名、怎么体检政审，用图文并茂的形式
直观展现，通过自媒体流传扩散后，覆
盖到所有手机微信用户。应征青年和
家长根据图解，一趟路就完成从报名到
入伍的所有程序，无须多跑。除此之
外，他们还通过政务网、微信公众号等
传播载体，不间断传递征兵政策，在线
实时解答疑问，用集成服务的方式为青
年参军提供最大的便利。

机关多指路基层少绕路 干部多加班青年少请假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浙江省 征兵嵌入“最多跑一次”服务芯片

本报讯 梁英海、记者冯强报道：
“全市已有 1375 名大学生报名应征，其
中大学毕业生 635 人，分别是去年同期
的 3.2 倍和 4.6 倍。”3月 20日，广西玉林
军分区业务部门上报全市大学生网上报
名应征情况，成果喜人。

玉林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辖区高
校数量少，大学生兵员征集数质量一直
上不去。今年征兵工作展开后，该市主
动增强服务意识，要求各级兵役机关和
地方相关部门主动走出去，全市 107 个
乡镇利用大学生寒假返乡之机，组织召
开座谈会，面对面解读征兵政策，现场免
费对有入伍意向的大学生进行初检。初
检合格的大学生，由武装部一对一为其

确立联系对象，并建立大学生健康跟踪
信息表。
“这次全国两会把‘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
了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心。征
兵工作是与广大群众打交道，必须牢固
树立服务意识，工作才能真正做实做
好。”采访中，玉林军分区政委谈汪洋告
诉记者。

座谈会上不仅有专家现场答疑、老
兵当面解惑，还有医务人员扎实初检，帮
助青年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家住兴业县
洛阳镇的浙江海洋大学海洋管理专业大
四学生李思敏，从小向往深蓝，打算今年
大学毕业后申请赴海军部队服役。但由

于眼睛近视，心里很忐忑。在参加镇里
组织的返乡大学生征兵宣传座谈会上，
医生现场为李思敏进行了检查，遗憾的
是，检查结果显示：眼角膜较薄，做不了
传统意义的视力矫正手术，只能接受
ICL视力矫正手术，但不符合征兵体检
要求。“医生现场初检，虽然淘汰了部分
人员，但减轻了下步体检任务，提高了工
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能为大学生减少花
在往返路上的时间精力”。兴业县人武
部政治工作科科长牛建明介绍。
“最多跑一次”更是一种理念。谈汪

洋告诉记者，由于征兵工作的复杂性严
肃性，不可能真的只跑一次，但是提前
筹划、主动服务、方便群众的核心思想

不能变不能少。为此，该军分区明确每
个月要落实“下基层周”活动，要求各
级兵役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深入村屯
持续宣传发动大学生报名应征；博白县
人武部围绕打造“一站式”征兵体检场
所发力，依托人民医院条件，优化布置
场地，适龄青年只需“单向”走一遍，
就能完成所有体检项目；北流市人武部
建成了征兵体检综合大楼，参检应征青
年只进一次门便能知道体检是否合格。
军分区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一定要借
两会的东风，不但在征兵方面改进工作
方法，还要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军分区建
设的方方面面，全面提升机关工作效率
和服务意识。

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提高征兵工作质效

初检大学生一对一确立联系对象广 西

玉林军分区

清明节将至，民政部开展“铭记·

2018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该活动将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线上

宣传与线下活动相结合，首次覆盖全

国各地以及境外烈士纪念设施所在

地，着重引导民众走进烈士陵园、纪念

场所、战场遗址，着重宣传英烈事迹、

弘扬英烈精神，令人十分期待。

一年一度清明祭祖，是中国人传

承千年的乡风民俗。人们在怀念祖

先、前辈的同时，更不能忘记曾经为

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英烈。人民有

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

们必须深刻懂得，英烈是我们信仰体

系中的人格化象征和代表，是当代中

国人的集体认同和精神图腾，是我们

继续前进的雄浑底蕴和磅礴力量的

源泉。无论什么时候，为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英

雄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慎终追

远的优良传统。“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为此，政府和民间，建起了不少

烈士陵园、纪念场所、战场遗址，作为

历经磨难浴血重生的民族见证、作为

革命先烈的安息之地，接受后人的祭

奠缅怀。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种

种原因，在个别地区出现了清明节私

墓香火缭绕、烈士陵园却冷冷清清的

镜头。当然不能简单地以此即断言和

平时期淡忘了“民族英雄”，指责人们

是“精致利己”主义——只记得自家亲

人忘却了革命先烈，但至少，这忽略了一

个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中浓厚“崇尚

英雄、捍卫英雄”的强烈氛围、厚植家国

情怀的良好时机。

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亲自倡导推

动设立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建

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隆重

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等系列活动，引领中国巨

轮劈波斩浪，极大振奋了党心军心民

心。清明祭英烈，是最好的国防教

育，必将有力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

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千百年来，清明祭祀已经融入中

国人的血脉传承。勤劳善良的中国

人在春天里慎终追远、祭奠先人，纪

念英雄、感恩烈士，承载着华夏儿女

的人生理想和家国情怀。要知道，家

国情怀永远是中国梦强军梦的脐血，

伟大的英烈们原本只是普通百姓，也

曾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为人兄妹，但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他们意志坚定、

无私奉献、舍生忘死，留下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清明时节，当我们在怀念远去亲

人的同时，也要祭奠英雄烈士，让我

们把思念化作长久的记忆，铭刻在世

代传承的民族精神和奔腾不息的斗

志豪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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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疆克拉玛依军分区掀

起学习贯彻两会精神的高潮，充分运

用网络、橱窗、板报等多种手段，向官

兵广泛宣传两会精神，现场答疑解惑，

回应官兵关切，受到官兵欢迎。图为3

月22日，该军分区理论骨干张旭东正

在向备勤民兵宣讲解读两会精神热点。

马义超摄

3月21日，第75集团军某部官

兵正在进行攀登训练。不远处，友

邻部队的战斗机掠过晴空。春分时

节，各部队训练场上一派火热的练

兵场景，在两会精神的鼓舞下，官兵

苦练胜战本领，为建设一流军队添

砖加瓦。

黄远利摄

本报讯 郭江明、记者晏良报道：盘
活军地资源,合育技术骨干；加强区域协
作，联储战备物资；聚焦打仗“靶心”，为
战创新驱动……3月27日，拉萨市委召开
议军会，军地领导开门见山，聚焦军民深
度融合发展畅所欲言。通过广开言路，
对症下药，20余条切合改革强军形势、紧
贴部队建设需求的创新措施被纳入军民
融合实施意见，更好地化民力为战斗力。
“在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中，军民融

合被赋予新的使命、摆在至关重要的位
置，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唱好主角。”拉萨
市军地领导学习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感到，驻
藏部队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更需统筹
各方力量，下好“一盘棋”，唱好“协作
曲”。为更好地发挥军地各方优势，拉萨
市委借召开议军会贯彻统帅指示之机，
广泛聆听“兵声”、征求“金点子”，用群众
智慧牵引军民融合精准发力。

七嘴八舌话强军，九九归一靠合
心。“军民融合主要资源在地方，主要职
责也在地方，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承

担起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要责
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
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白玛旺堆说，要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拓宽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路径，围着部队转、主动找事干，使
军民融合更好地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
拉萨警备区司令员韩志宏也认为，要突
出核心抓关键，紧盯实现强军目标向民
间“借鸡生蛋”。通过讨论交流、问需列
表，一批切中部队建设要害的解难举措
获得各方认可：整合地方物流体系，推行
直达配送，降低部队物资投送成本；吸收
地方司机参加远程机动演习，实行一车
双驾，确保人歇车不停；携手研制特色营
养品，满足高原地区特殊给养需求……
军民是一家，保障一把抓。
“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

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拉
萨市军地领导牢记嘱托，立志奋发图
强。他们坚信，作为“地球之巅”的守望
者，更能从容跨越山高水长，更能做好军
民融合这篇大文章，更能追逐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诗和远方。

拉萨市委议军会聚焦军民融合广开言路

问需列表，凝聚军地强军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