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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龚胜、特约记者于安丰
报道：“今天我们到军分区是来补课
的！”7月上旬，山东省威海市市长张海
波、副市长叶立耘等地方领导来到威
海军分区作战室，一进门张海波开门
见山，“我和叶副市长等几个人因为出
差，没能参加前不久市里组织的国防
动员指挥演练，这一课还请帮我们尽
快补上。”

威海战略地位特殊，自古就是兵
家必争之地。新形势下，如何适应新
的职能使命要求，推动国防动员建设
深入发展？该市结合职能使命和工作

实际，提出“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
清单责任化”的建设举措，明确领导干
部在国防动员工作中的义务职责，以
此推动全市国防动员建设质量不断提
升。这次市长主动补课，就是落实“三
化”的实际动作。

一个半小时的补课，张海波等地方
领导观看国防动员组织指挥示范，对重
点环节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对健全动员
方案、抓好精准演练等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学得很认真。

课后地方领导还现地办公，研究军
分区提出的民兵应急应战行动经费补

助差额问题，决定每年市财政预算增加
专项经费，提升民兵参训热情；学习《关
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
防的意见》，对下半年需要加强的编实
建强任务力量、组织方案滚动式修订等
6项重点工作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具体
落实办法。

去年以来，该市系统梳理国防动
员建设任务，区分 16项重点内容，加强
动员物资器材配套规范，完善国防动
员指挥体系建设；动员系统对接地方
公安、海事、渔政、气象、水文等 8个信
息系统，实现信息实时联通共享；组织

军地 28家单位合署办公，分解任务、明
确职责，制定动员配套方案；国动委定
期组织军地联合训练演练，突出练指
挥、练协同、练保障，提高国防动员支
援保障能力。

为推动“三化”举措有效落实，威海
市坚持以考促建、以评促备，利用召开
国动委例会时机，定期汇总讲评工作落
实情况，并将国防动员建设情况纳入政
府目标绩效考核范围，建立国防动员常
态化检验评估机制，加强通报监督，发
现问题立即整改，有力促进了国防动员
建设落地落实。

威海市以“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推动国防动员建设高质量落实

市长主动补上国防动员指挥演练课

本报讯 蔡佳宬报道：“你们乡如
果出现山石塌方，民兵信息员该怎么
做？”“你们镇在乌江流域附近，民兵防
汛分队该训哪些课目，大纲是怎么要求
的？”7月上旬，重庆市彭水县人武部组
织全县45名基层专武干部，集中3天时
间以问题为导向开展集训。

入夏以来，征兵宣传、民兵训练、
防汛防火、脱贫攻坚、军校招生以及直
招和定向培养士官的政治考核等多项
工作接踵而至。然而，专武干部队伍
中仍有个别同志存在着使命担当不
强、职能责任不清、能力素质不高、遵
规守纪不严等问题。为保证在任务到
来之际，全县39个乡镇、街道武装部同
频共振，有条不紊地解决好各项问题，
县人武部聚焦基层武装工作，组织专
武干部展开集训。

县人武部领导以上级列出的微
腐败和不正之风、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和 平 积 弊 3份 问 题 清 单 为“ 戒
尺”，带着专武干部查差距、找不足，
理思路、明职责，提建议、敲警钟。打
破以往学文件、听讲座、走队列等常
规套路，采取问题清单随机提问、临
机出题现场抽考、笔试答题公开读
卷、换位思考集体评卷、观看先进事
迹报告和廉政警示教育片等方式，充
实集训内容，为做好下一步武装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这次集训形式新，专业性、互动性
强，带给我很大收获。”黄家镇武装部部
长陶西华深有感触。参训的专武干部
一致认为，灵活的授课方式、紧凑的内
容安排和热烈的研讨氛围，让集训更加
入脑入心。

重庆市彭水县人武部

组织基层专武干部开展集训

本报讯 吴跃飞报道：“下面，请先
进个人和标兵单位上台领奖！”踏着欢
快的音乐，获奖代表佩戴大红花，从军地
领导手中接过荣誉证书。7月中旬，黑
龙江佳木斯军分区对民兵集中轮训进
行总结，8名基干民兵和3名基层乡镇武
装部长在考核中成绩优秀受到表彰。

人员集中难管理、训练组织难落
实一直是影响民兵队伍应急应战能力
提升的现实矛盾。为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佳木斯军分区借鉴地方政企绩效
管理方法，研究制定《集训队量化考评
实施细则》《日常管理规范》，对民兵参
与集中轮训期间的日常管理、训练效
果实施全程量化考评。

笔者翻看《日常管理规范》发现，
他们把早操、内务、请销假等方面赋予
不同分值，结合参训人员实际表现进行
量化打分，每日张榜公布。军分区战备
建设处参谋王迪告诉笔者，遵章守纪有
排名，让有的人脸上有光，有的人红了
脸，提高了管理效益，树起民兵好样子。

以管促训更要以考促训。他们
依据新大纲要求制定《集训队量化考
评实施细则》，对训练应达到的效果
进行细化、量化，定期分析并以训练
成绩调控训练进度；让能力考评贯穿
训练全过程，坚持训中考核、训后评
定，量化打分后计入训练档案，并对
训练情况的量化绩效进行评估；以考

评结果作为个人奖惩、调整职务和出
入转队的依据，与编兵单位和民兵个
人切身利益挂钩，对训练成绩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考核不
合格的进行严肃问责。集训中，先后
有 23人因成绩不合格参加补训补
考。该市郊区四丰乡基干民兵张某在
单兵战术考核时因超时被当场评为不
合格，事后他羞愧地说：“以前训练人
来了就能通过，现在每个项目都有具
体分数，看来是动真格的！”

据了解，佳木斯军分区不仅联合地
方政府，大张旗鼓表彰优秀、鞭策后进，
还为参训民兵购买保额20万元的人身
意外险，提高民兵参训积极性。

佳木斯军分区组织民兵集中轮训实施全程量化考评

推行训练绩效管理提升参训质量

“高干事，我是朱林镇民兵李大双，
我当兵 5年，立三等功 1次，4次获评优
秀士兵，有过2次新训工作经历。”

“高干事，我是薛埠镇连山村村支
书，向你推荐一个人。他叫王浩，是我们
村的民兵骨干，服役 8年，当过 5年警卫
班长，曾是部队队列标兵。”

……
作为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武部干

事，我2天内陆续接到19个“请缨电话”，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主动申请担任
准新兵役前训练骨干。

19个人中有的是社区辅警、村委干
部，有的是个体业主、企业员工。

李大双，家有 2台挖掘机，收入可
观；刘成，装修施工队队长，业务涉及市
内外、日薪逾千；杨杰，村委干部，其家属
经营 2家装饰材料店，生意红火……一
边是没有优厚福利待遇，只有严格纪律
约束的烈日下苦练，一边是自家生意的
实在产出、8小时外的轻松自在，他们为
何都要抢着“自讨苦吃”？

交班会上，我报告了接到 19个“请
缨电话”的情况后，不少干部职工也表
示接到过这样的电话，这一现象引起
人武部党委一班人的思考。通过开展
人员统计、座谈交流、问卷调查、个别
谈心等一系列刨根问底的“组合动作”
后，“3个 100%”浮出水面：请缨老兵，
100%表示希望用部队所学，为“金坛
兵”品牌建设添砖加瓦；100%表示军旅
砺人，愿“回炉再练”；100%表示“若有
战、召必回”。

“军装穿上就是一辈子的事儿。”金
坛区人武部政委朱建清感慨，退伍军人
如同部队孕育并撒向地方的一颗颗火
种，他们在后备力量建设中担当重任，只
要有需求，已经脱下军装的他们便会挺
身而出、主动请缨。

据悉，金坛区人武部将于近期开展
役前训练骨干资格选拔考核工作。截
至目前，已有 100余名优秀民兵报名接
受挑选。

19个“请缨电话”
■高 军 口述 金 峰 整理

本报讯 曾盛境、林秋玲报道：7
月中旬，一场民兵轻舟分队抢险救
灾演练，在广东省四会市绥江飞鹅
岭河段展开。此次演练以暴雨天气
为背景，从下达命令到紧急出动，指
挥顺畅、行动迅速。看到演练各流
程紧张有序展开，人武部领导一直
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只有及时复
盘检讨，补齐短板，方能在危急时刻
不负使命。

“情况不明、程序不清，装备出
不去、到不了，对突发情况处置不
当……”谈到上个月应对第 4号台风

“艾云尼”来袭的抢险救灾行动，四会
市人武部副部长吴志平一口气说出一
连串问题。

虽然当时未造成大的影响，但战
时急时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救灾
任务一结束，军地领导立即召开专题
复盘会议，深入分析原因，研究解决
问题方法。针对暴露出的预案缺乏
针对性实用性等问题拟制出“四定”
举措：定人，由四会市人武部牵头，消
防、森林和各镇（街道）等单位参加，
选派专业骨干和精干力量，合理编配
13个救援小组，明确责任分工，有效
解决“谁来救援”问题；定车，市、镇
（街道）为每个救援小组安排专用车
辆，及时运送应急救援力量和装备，
确保人员、装备按时到达救援一线，
有效解决“人员、装备到不了”问题；
定船，为救援小组统一配备橡皮艇和
冲锋舟，指定人员负责保管和保养，
有效解决“用什么来救援”问题；定
点，按照就近就便原则，为救援小组
指定救援区域，确保遇有险情第一时
间实施救援，有效解决“去哪里救援”
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制定通信
联络表，为每个救援小组配备专用对
讲机和备用通话机，补齐“不会联”

“联不上”等短板。
随后，四会市有针对性地组织应急

力量进行抗洪抢险紧急出动演练，检验
方案的可行性。这一做法受到群众肯
定并在肇庆市各县（市、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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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春杰、索文娟报道：7
月19日上午，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的
6名优抚志愿者，分别来到6户伤残军
人、复员军人、烈属家中进行日常精神
慰藉服务，这样的活动他们已经坚持
了近5年。奉贤区庄行镇社事社保科
和社区管理科科长尤燕红介绍说，这
是该镇探索“社工+志愿者+联络员”
模式，全方位服务优抚对象的一环，除
此之外，还包括上门探访、每月生日
会、免费理发、组织体检、健康讲座等
9项服务。

作为上海市奉贤区“关爱功臣”活
动的试点单位，庄行镇自 2013年 8月
起，就由专业社工、志愿者、联络员组
成专门团队，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长年为辖区内100多名重点优抚对象
开展服务。

家住庄行镇马路村的 82岁烈属
顾良仁，儿子早年在执行任务中牺牲，
如今他一碰到困难，志愿者总是第一

时间帮他解决。一次志愿者得知顾老
家一直在使用井水，水垢较多，及时联
系村委干部，给顾老家接上了自来
水。家住汇安村的 83岁复员军人宋
志明，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志愿
者李龙辉经常上门推着轮椅陪宋老出
去走走、聊聊天；志愿者陈家桢为了及
时了解重点优抚对象的情况，还为优
抚对象建立微信群，手把手教他们如
何利用微信联络沟通；庄行镇还针对
在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送气难、清洁难
等问题，先后与相关单位协作，制作

“液化气免费送气券”“油烟机免费清
洗券”等送给优抚对象，凭券随叫随到
上门服务。

他们还针对优抚对象的精神需
要，开展集体生日会、在乡复员军人座
谈会、组织烈士家属集体扫墓等活动，
并定期组织优抚对象联络员、志愿者、
社工进行培训，真正做到“服务不断
线、关爱不停止”。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创新服务模式

9项“关爱功臣”服务长年不断线

7月17日，浙江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举办的2018首届“国防在我心中”浙江省青少年国防知识竞赛圆满落
下帷幕，经过为期7天的国防知识竞赛、军事技能竞赛、国防教育知识演讲比赛等环节的激烈角逐，诸暨市应店街镇
初级中学代表队的学生顽强拼搏，斩获团体冠军。图为比赛现场。 杨 新摄

本报讯 刘义山、刘翠报道：近日，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村级后备干部324名，其中面向退役
军人单列招聘计划 52名，进一步引导
和鼓励退役士兵返乡工作，扎根基层、
干事创业。这是该区推出的助力退役
士兵就业、创业系列举措之一。

据了解，此次招聘作出明确要求：
18周岁至 35周岁的遵纪守法、品行端
正、吃苦耐劳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毕业
生，不限专业。其中，退役军人放宽条
件，最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学历放

宽至高中（中专）学历。
通过考核的报名人员，志愿到村

（社区）工作的，由乡镇（街道）按有关规
定与招聘人员签订招聘协议，首次聘期
为3年，在村（社区）任职年限不得少于
2年。聘用人员报酬待遇参照村“两
委”班子正职执行。聘用人员是中共正
式党员的，担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助
理；是中共预备党员或非中共党员的，
担任村（居）委会主任助理。同等条件
下，优先从符合资格条件的聘用人员中
选拔村（社区）“两委”干部。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退役军人充实村级后备干部

7月16日，第44届武汉渡江
节开幕，4700名游泳爱好者在
6000米长江江面上劈波斩浪、勇
往直前。图为由武汉长江救援志
愿队民兵连组成的“武汉民兵”方
阵格外引人注目。 李长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