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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峰、特约通讯员于斌
报道：精准对接部队需求，升级换代设
备，提高产品质量……最近，山东德州
恒特重工有限公司的领导有点忙。作
为德州市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企业，他
们除了忙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高
企业生产效益外，还接受了一项重要
任务——组建民兵分队。今年，德州有
79家新旧动能转换工程重点企业组建
民兵队伍，占全市企业民兵组织的
90%，正在推动民兵组织建设的“换挡
升级”。

作为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综合试
验区，山东省率先吹响向高质量发展
的进军号。随着淘汰废旧动能步伐的

加快，一批传统产业破产重组，这是经
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势所趋，却给民
兵建设带来不小的影响：传统产业多
为城市民兵编组单位，如今企业重组、
组织散了、名册上的兵流失了，不可避
免地出现人册分离、编用脱节等问题。

人册分离，分离的是人员；编用脱
节，脱节的是战斗力，民兵建设的这一
窘境必须打破！今年也是民兵组织规
模调整的开局之年，德州军地提出，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战争形态深刻演
变，着眼新形势下民兵建设的特点，创
新驱动，做好民兵组织结构“加减法”：
压减民兵数量规模，尤其是原来依托
纺织加工、水泥制造、造纸等耗能大、

产出少、发展困难的企业组建的民兵
组织，将基干民兵总人数减少四分之
一；向新动能企业要战斗力，军分区联
合市发改委和经信委共同出台《关于
充分发挥新时代民兵作用为新旧动能
转换工程加油助力的意见》，明确了编
建民兵组织的新的条件要求以及组织
领导与保障措施等。随后，德州军分区
组织力量对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进
行摸底调查，按照“战时有需求、地方有
优势、企业有能力”的原则，通过广泛调
研、充分论证，在全市300余家企业中，
遴选出79家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和军民
融合发展重点企业成立民兵组织，涉及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材料、

生命健康、体育等11类产业。
“企业民兵组织的‘一加一减’，不

仅减少了民兵‘体量’，提高了队伍质
量，而且把部队所需与地方所能更加
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现代‘市场’与
未来‘战场’的无缝链接。”德州军分区
司令员张俊杰介绍，前不久，他们组织
应急演练，接到“某装备遭敌破坏、急
需维修”的命令后，山东聚力焊接材料
有限公司紧急出动60名民兵保障分队
队员，从到达指定地点到完成任务仅
用时 1.5小时，不仅缩短了时间，人员
到位率、装备对口率、故障修复率也均
实现 100%，编组编出的战斗力得到实
实在在的检验。

山东省德州市借力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民兵编组“加减法”

新旧动能转换 企业民兵“升级”

本报讯 陈新涛、曹俊杰报道：4
月27日，云南某预备役师政治部科长
马丁力、干事薛莲和后勤部战勤参谋
何亭三人组成工作组，来到云南省禄
劝县九龙镇九华村邹家组定点帮扶
对象秦章宝家中现场办公，了解家庭
状况、收入情况、致贫原因等，选定辣
椒种植扶贫项目，并建档立卡。该师
采取“现场办公、建档立卡、选定项
目”的方式推进精准扶贫，有效解决
帮扶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提高
工作质量效益。

“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是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扶贫攻坚战如同打仗，不能有漂浮作
风。”在扶贫工作协调会上，该师领导
要求以务实作风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倡导现场办公、一线作业，推动问题解
决和工作落实。他们将办公点设在贫
困户，明确师机关各个部门成立联合
工作组进驻挂钩扶贫点，以小组、屋
场、院子为单元，把精准脱贫政策送到
每个贫困户家中。

小小办公点彰显务实作风。笔者

看到，无论师领导还是参谋、干事、
助理员，全部沉到扶贫点，在贫困户
家中现场调查、现场办公。他们与地
方扶贫办一道，对军地协力扶贫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对接，确保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与贫困户的家
庭实际情况相吻合；采取进村入户
方式，翔实掌握贫困户家庭成员信
息、致贫原因、收入情况、生产生活
条件等，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同时，
深入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深入田间
地头查看农田水利和道路交通基础
设施，研究确定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和重点扶贫 4类 17项
帮扶项目内容，并制定解决方案和
推进时间表。

据了解，该师通过推行现场办
公，与九华村 18户贫困户建立双向
联系机制，建档立卡指定责任人，拟
制扶贫项目。九华村村支书刘金柱
说：“部队现场办公，既帮我们分析困
难又解决问题，我们有信心尽快摘掉

‘穷帽子’，让家家户户脱贫致富、过
上好日子！”

云南某预备役师以务实作风推进精准扶贫

扶贫办公点设在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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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第 76集团军某旅
来到对口帮扶的青海省西宁市湟
中县共和镇南村开展扶贫帮困
活动。官兵开展的助学捐赠、国
防讲座、义务巡诊等活动，受到
群众的广泛好评。图为村民高
兴地从村委会领回部队赠送的帮
扶物资。 崔获阳摄

本报讯 郭发海、特约记者许必成
报道：“没有党的好政策，哪有我们的好
生活！共产党亚克西，解放军亚克西！”4
月 30日，位于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阿克
陶县阿克陶镇其克尔铁热克村像过节一
样热闹，柯尔克孜族村民麦麦提?吐地在
新疆军区为该村举行的帮扶物资发放仪
式上，用朴实的话语代表村民发言。

同干农家活、同吃农家饭、同照全家
福、同升一面旗……“五一”假期，新疆军
区组织 40余名机关处长以上领导干部，
分批从乌鲁木齐奔赴千里之外的和田、
喀什、克州和阿克苏 4地的 6个偏远乡
村，开展走亲慰问活动。

这天一大早，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巴
拉马斯村村民阿不都?热合曼就在家门
口翘首等待军区参谋部直工处处长田兴
锋的到来。2016年，时任某团政委的田
兴锋就与阿不都?热合曼一家结为“亲
戚”，定期前来走访慰问，了解到阿不都?
热合曼有装修手艺，田兴锋托人四处帮
他联系工作。今年初，田兴锋从南疆调
到军区机关任职，仍然没有忘记这个“亲
戚”，前不久还托人送来两头牛。如今，

阿不都?热合曼住上安居房，去年仅凭装
修手艺就挣了2.5万元。田兴锋一进门，
阿不都?热合曼紧拉着他的手连忙感谢，
并送上香喷喷的手抓肉。

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处处
长许峰告诉记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
关于新疆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有
力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从2016年开始，新
疆军区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组织
4700余名团以上干部与驻地各族群众结
对认亲，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子女入学、看病就医、培
训就业等实际困难。今年以来，军区机
关各部、处已累计出资 100余万元，为结
对群众购买牛、羊、毛驴，开办商店、修理
铺等，受到驻地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

军民团结一家亲，天山南北爱意
浓。在结对帮扶村的各个村委会，官兵
与各族群众共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阿克苏市尤勒滚鲁克村，7岁的女孩木
斯力麦?托合提兴奋地用汉语唱起《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和田县巴拉马
斯村，阿不都?热合曼拉着“兵亲戚”跳起
欢快的民族舞……

新疆军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走亲慰问活动

结对认亲助力群众脱贫

本报讯 杨法庭、王红才报道：5
月 4日傍晚，云南省西盟县中课镇永
不落村，村党支部书记岩用挨家转悠，
遇到家中有适龄青年的，不忘聊两句
征兵政策，提醒一下体检时间。岩用告
诉笔者，今年县里将征兵任务落到乡
村，征兵也成了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

西盟地处云南西南阿佤山区，村
民居住分散，以往征兵工作中存在宣
传不到位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年初的征兵工作任务部署会上，
人武部领导建议，村“两委”是党和政
府政策制度的末端落实机构，也是征
兵宣传的一级组织，应加强村干部征
兵工作业务能力，确保征兵工作落到
实处。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认
同，决定共同打造一支乡镇村组干部
征兵工作队。

人武部与地方政府联合制定《乡
镇村组干部征兵工作手册》，按乡镇
包片、村组包点划分责任区明确责任
人；一户不漏地对“偏散特”家庭定人
定位宣传；签订《征兵工作责任书》，
将征兵工作纳入村组干部考核。同
时，结合扶贫业务培训，对全县140余
名乡镇村组干部集中进行征兵宣传
业务培训。

云南省西盟县

村 组 干 部 征 兵
工作队活跃乡镇

4月25日，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
武部征兵工作人员走进衡阳市铁一中
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激发适龄青
年报名参军的积极性。图为人武干部向
学生介绍入伍相关政策。 邹 辉摄

本报讯 王海报道：4月27日，湖
北省咸丰县一中操场上人头攒动。征
兵集中动员会后，同学们涌向11个预
征报名点咨询登记。一个上午，就有
100余名学生进行预征登记。

今年征兵工作中，咸丰县在提高
宣传实效上下功夫，采取“精准”对接、

“靶向”动员。他们在征兵宣传现场设
置11个预征报名和政策咨询服务点，
每个服务点都由各乡镇区的专武干
部、民政干部，现场为青年答疑解惑。
对有较强应征意愿的同学开展“一对
一”“面对面”动员，入伍前定期对预征
人员进行家访，了解思想动态，持续跟
踪管理，确保入伍前思想、身体、政治
合格。在辖区内两所重点高中，3月
份至 7月份长期设立征兵咨询点，摆
放政策宣讲流动展板,启动校内户外
电子屏和教室多媒体系统，滚动播放
征兵宣传片，利用校园广播在课间播
放军队歌曲和征兵政策，并将征兵政
策推送至学校内部微信群，提升征兵
宣传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湖北省咸丰县

11个预征报名点
提 升 宣 传 实 效

5月4日，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举
行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发挥明星效
应激励学生参军报国。 谭文强摄

4月 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并于5月
1日起正式施行。自此，英雄烈士的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禁
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
事迹和精神，对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
侵略行为，将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责。

“昨天你用生命捍卫我们，今天
我们用法律保护你”“英烈不容诋毁，
双手赞成！”……法律一经通过，迅即
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叫好声。“全票通
过”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说明
以法之名捍卫烈士荣光已经是民心
所向、民心所愿。细看这部法律，我
们发现从英雄烈士的历史功勋、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到烈士褒扬
和遗属抚恤优待等规定，十分详细具
体，加强英雄烈士保护工作迈出有法
可依的第一步。

曾几何时，攀爬英烈雕像、戏说抗
战历史、在烈士陵园跳广场舞等行为
被认为是无伤大雅，面对这些不当举
止，不少人选择了沉默。殊不知，沉默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纵容，直接影响
着青少年对历史的认知和正确价值观
的形成。清代龚自珍说：“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当英雄被矮化、崇高被消解、民族自信
被涤荡时，社会必将陷入价值观混乱。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肃清浊气、弘扬
正义的一项项政策措施的推开：设立
烈士纪念日、出台英烈保护法等等，对
于诋毁英烈的行为，越来越多的民众
选择了零容忍态度。在网络空间，孩
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纪念碑前，将象征着遇难者骸骨
的鹅卵石投向水池打水漂的视频，引
来一片谴责；在现实生活中，有游人在
烈士纪念馆前搞怪自拍时，也当场有
人上前制止并呵斥：“你知不知道脚下
踩的是累累白骨！”从线上到线下，维
护英烈名誉、尊重民族记忆成为毫无
争议的共识。

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
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
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我们相
信，通过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必
定能严惩民族底线的挑战者、纠正那
些拿民族伤痕开玩笑的歪风邪气，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争当英雄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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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机构精简后，制约建设发展的瓶颈

难题多，他们梳理选定需要破解的 30
个重难点课题，组织人员攻关，在攻坚
克难中提升能力。政和县人武部政委
兰卫成受领“如何做好个别人转化工
作”这一课题后，积极找“外援”，到院校
机构求思路；寻“内助”，向干部职工求

“金点子”，几个月下来，不仅完成了课
题，任职能力也有了很大提升。

在实践中历练成长。他们引导各
级立足自身解决问题，不断提升能力素
质。泉州军分区征兵工作一度落后，司
令员高宏上任后，深入一线调研，创新
宣传载体和形式，严格落实征兵工作责
任制，终于在去年夏秋征兵中打了一个
翻身仗。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宏感慨：

“人按职责干、事按制度办，针对重点难

点问题规规矩矩抓落实，事就能办好，
素质就能提高。”

摈弃“守摊子”，坚持“奉
献一线、建功一线”——
以严实作风抓末端落实

采访福建省军区福州第 9干休所
所长刘光明时，记者总觉得他身上装着
一部“永动机”，一刻也停不下。改革
后，由于部分干部没到位，所里既没干
事，也没助理员。刘光明身兼数职，既
要负责老干部管理服务，又要忙着停止
有偿服务等事务性工作。可他总是面
带笑容、激情四溢。谁能想象，他已经
在所长岗位工作了13年。“我们必须勠
力实干、紧抓快干，才能为单位打好底
子、打开局面。”刘光明话里话外透着自

豪与干劲。
“三个一线”是工作落实的末端，摊

子很大，事无巨细，需要老实务实踏实
精神。南平市建瓯市人武部部长林光
斌上任之初，查看国防动员潜力登记本
时，发现上面只记录有6台挖掘机。“偌
大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家
底？”今年民兵整组与潜力调查中，他带
着人挨个销售企业、交通运输部门走访
调查，到施工一线查看，不到一个月，仅
统计的挖掘机数量就超过 170台。林
光斌感叹：“抓工作落实，是停留在一般
性号召还是身体力行扑下身子抓，成效
大不一样。”

改革落地，百事待举。抓工作要有
持之以恒的韧劲，一年接着一年抓，一
任接着一任干。几年前，福州市马尾区
人武部计划在琅岐岛建民兵训练基地，

规划批了，经费也到位了，可由于人事
变动一年年耽搁下来。去年抓建“三个
一线”工作启动后，新任班子统一思想，
接续用力，进展成效明显。

领导干部肩膀紧一紧，工作开展
效率高；领导干部肩膀松一寸，部署可
能垮一丈。去年，龙岩市上杭县人武
部 3名干部转业，唯一一名现役干部、
部长肖光喜带领8名职工，加班加点扎
实工作，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
3年完成的 24个乡镇武装部规范化建
设任务。

有担当、想作为，才能有干劲、有闯
劲。2017年，在厦门“金砖”会晤安保
中，厦门警备区担负起建好指挥部、守
好“护城河”等 5项任务，1.2万多名基
干民兵不讲条件、不讲困难，以实际行
动担起责任、兑现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