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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促进生产力和战斗力发展
的根本力量，也是触发产业变革和军事
变革的持久动力。科技创新领域是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把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
新体系，实施军民协同创新，才能开创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推动国防和
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的创新之举

犁剑协奏，兴国强军。党的十八大
以来，贯彻习主席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的重要思想和决策部署，军民融
合发展呈现整体推进、加速发展的良好
势头。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是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改革创
新举措，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打造一体
化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格局，全面提高军
事创新特别是国防科技创新能力，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充分发挥军民融合创新的特有优
势。实践表明，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
构，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本出路
在改革创新。在创新领域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既是丰富融合内容、拓展融合
范围、提升融合层次的创新之举，又是
发挥军民融合创新特有优势、加快军事
领域特别是国防科技创新步伐的必由
之路。当今，世界军民融合正进入一个
以“创新引领、多点突破、能力重塑”为
显著特征的发展阶段，推进中国特色军
民融合创新成为大势所趋，是激发创新
活力、提升创新质效、加大创新供给的
时代要求，是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的必然选择。只有加快构建军
民融合创新体系，加强对军地创新的战
略谋划和整体设计，加大创新资源统
合、力量整合、需求对接、协同攻关的力
度，才能形成高势位、全要素、高效益推
动创新的态势，把军民融合创新的特有
优势和巨大潜能充分发掘出来。

充分释放创新体系牵引的整体效
应。必须看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
业革命、军事革命的强劲推动下，创新
从内容到形式、从节奏到时速、从机理
到载体呈现新势态，有着更具整体性、
联动性、超越性的显著特征，更加注重
机制化、体系化推进成为必然选择。加
快构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在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军事创新
体系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充分释放
两个体系相互兼容同步发展的整体效
应，有利于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的
集智攻关，有利于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
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
问题，有利于改变自成体系、自我循环、
封闭运行的发展模式，使军事创新得到
强力支持和持续推动，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充分展现提升创新能力的引擎作
用。在国际军事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
下，创新能力已成为一支军队能否赢得
战略主动和制胜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也
是衡量世界一流军队的关键性指标。
应当清醒看到，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
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影响
我军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重要原因。
加快构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对适应时
代发展要求全面提升我军创新能力有
着强力引擎作用，是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抢占军事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战略抉
择。必须坚定不移走军民融合创新的
路子，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进全面创

新，尽快补上军事斗争准备的短板、突
破武器装备发展的瓶颈，不断拓展新质
战斗力的增长点，为建设创新型人民军
队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强大动能，奋力
开拓强军事业发展新境界。

大力加强国防科技

创新的战略之举

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军队兴。
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以大力加强
国防科技创新为重点，促进科技兴军的全
面提速和高效实施，着力推动我军建设向
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

构建完善国防科技创新政策机
制。坚持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
作相统一，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创新
为抓手，加快完善科技决策、科研评价、
创新激励、成果转化、科技投入、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机制，构建系统完
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和管
理运行机制。坚决破除“民参军”“军转
民”壁垒，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着
力解决国防科技创新存在的项目审批
周期长、管理层级多、资源整合难、成果
转化慢等突出问题，加强科技创新资源
优化配置，挖掘全社会科技创新潜力，
形成国防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的生动局面。

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
战略基点，密切关注世界军事科技和武
器装备发展动向，主动发现、培育、运用
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
技术，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
点，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军民科技协同创
新，发挥重大科技工程和项目的示范效
应，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龙头工程，

努力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把发
展战略前沿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作
为军民融合创新的主攻方向，选准突破
口，下好先手棋，加紧在一些战略必争
领域形成独特优势，提高在新兴科技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防止同世界军事强国
形成新的技术鸿沟，积极应对各种潜在
的“技术突袭”，奋力实现由跟跑并跑向
并跑领跑的转变。

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力
度。在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框架下，推动
重大科技项目从立项研发到推广应用
的一体论证和实施，确保国防科技创新
同军队建设发展和作战需求紧密对接，
着重抓好创新性、突破性成果的转化运
用；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双向转化的渠
道，破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周期
长、见效慢的难题，最大限度实现民为
军用，提高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和战斗
力的贡献率。做好国防科技民用转化
这篇大文章，催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
新产业，强化对经济特别是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拉动作用，发挥国防科技创新转
化运用的最大效益。

提升军民协同创新

能力的关键之举

加快构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通过
强化顶层设计、科学管理、人才集聚、服
务保障等环节，搭建起全方位聚力推进
军民协同创新的平台，是全面提升军民
协同创新能力的“孵化器”。

强化顶层设计。发挥举国体制的政
治优势，在国家战略布局中进行统筹谋
划，制定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军
民协同创新战略规划，使之与国家科技创
新和军队科技兴军战略规划对接，形成目

标、路径、重点和突破口明确的“路线图”
“施工图”。加强督导检查，建立问责机
制，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和执行力。

强化科学管理。加强中央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跨
军地、跨部门、跨领域协调对接机制，建
立宏观统筹、需求牵引、各尽其职、合力
推进的工作运行机制，形成统一领导、协
调有力、管控有度、运转高效的军民融合
创新组织管理体系，确保军民协同创新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实施、高效率推进。

强化人才集聚。充分发挥军工集
团、军队科研院所的主力军作用，深入
发掘中科院、高等院校、民口和民营企
业的潜力，建立联合开发、优势互补、成
果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用合作机
制，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交流、保留、使
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使军民协同
创新成为吸引汇聚高端科技人才、培育
成就优秀创新人才的高地，强化军民融
合创新体系的智力支撑。

强化服务保障。牢固树立“大体
系”“大融合”“大协作”的理念，加快构
建信息共享、资源开放、人员交流、技术
转移等军民融合创新的服务平台，不断
加大对各创新主体服务保障供给的力
度，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实到创新链的各
环节中，增强军民融合创新服务保障的
开放性、流动性和灵活性，切实提高军
民协同创新的效率效益。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
■邓一非

20世纪 60年代，针对苏联核武器增
长速度咄咄逼人的严峻现实，美国经过
大量运筹分析，得出核武器的毁伤率N
和核弹当量T及核弹精度Y之间的数学
关系式，结论是当核弹当量增加 8倍时，
其威力只增加 4倍；但若精度提高 8倍，
威力则可提高 64倍。美国因此调整战
略核武器发展方向，由重核弹当量和数
量转为重核弹精度，从而奠定了美国 20
多年的核优势地位。

2017 年 4月，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
“算法战跨职能小组”，并通过该机构推
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研究，以
重新获得对潜在作战对手压倒性优势。
可以预见，未来智能化战场上，算法远比
炮弹重要，战争算法将从幕后走向前台，
成为制胜智能化战争的关键因素，是未
来智能型军队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

无战不算，有计算，才有胜算。战争
迷雾可能永远存在，但作战计算可将战
争迷雾降至更低。能否充分地进行战前

计算，将直接影响战争胜负。早在两千
多年前，孙武就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
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
少也。现代战争更是如此，计算无所不
在。如果对编制、装备、人员、时间、区
域、距离等缺乏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就
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先进的装备，
高超的谋略，只有与量化分析、精确计算
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能。指挥决策如
果忽视计算或不擅计算，难免要打糊涂
仗，一数之差，一算之误，都可能导致被
动失利，甚至满盘皆输。

未战先算，越细算，越有胜算。培根
说：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任何
军事行动都是一定数量的物质在一定时
间和空间里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用数
学方法进行描述与分析，应用数学工具
和现代计算技术对军事问题进行定量分
析，是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必然趋
势。智能化战争领域中的计算问题将越
来越复杂，但计算结果对战争内在规律
的反映也越来越深刻。运用数学方法与
智能计算机巧妙结合而成的作战模拟方
法，能够在实验室里模拟战斗过程，达成
先预实践再实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军队
运用作战计算进行兵棋推演和作战实
验，以检验和论证装备与战法，优化作战
行动预案。据悉，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从
阿富汗战争空中精确打击与地面特种作
战的联合行动，到伊拉克战争的“斩首行
动”“震慑行动”等不同战法，都源自美军
作战实验室的计算成果，其使用的作战
方案实际上是修正过的预演方案。从一
定程度上讲，作战计算能力就是打胜仗
能力，越会细算战局，越有取胜把握。

未来作战，越难算，越要精算。未来
作战将是精于计算者的战争。计算不仅
是一种实用技术，更是一种科学思维。
在很大程度上，周密思考就是周密计算，
善于筹划就是善于计算。有资料显示，
42天的海湾战争，通信量相当于欧洲 40
年的总和。“沙漠风暴”行动的头 30个小
时，美军第一陆战队的指挥机构就接到
130万份电子文件。面对如此巨大的数
据洪流，如果缺乏计算能力，仅记着几条
作战原则，靠经验进行粗略估算，指挥决
策势必寸步难行。智能化战争更离不开
作战计算，与千百年来两军对垒搏杀战
争场景不同，智能化战场上，人将有可能
从近距离战斗中抽身而去，无人机、作战
机器人等智能化平台将成为遂行作战任
务的重要力量，它们除了能按指令、程序
遂行自主作战行动外，还能够模拟人类
思维、判断，并根据数据信息储备作出决
策。可以预见，智能化作战系统将逐步
成为主导未来作战的新质作战力量，与
此同时，智能化作战系统运行势必带来
筹划决策空前复杂性，作战问题的计算
更具有挑战性。在未来作战中，具有高
质量精算支撑的一方在战前能够准确预
测战场局势,实验出最优战法,达成先胜
而后求战之目的。
（作战系陆军步兵学院军事训练教

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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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某单位主官之间因搞不好团结，
导致单位建设走了下坡路，最后被分
别调离现职岗位。在谈教训时，当事
人深有感触地说，团结搞不好，重要的
一条是敲了背后锣，没打当面鼓。

打当面鼓，是解决矛盾、增进团结
的重要的方法之一。俗话说，牙齿和舌
头还有打架的时候。一个单位的领导
班子成员，由于年龄、经历、文化素养的
不同，以及观察和认识问题的高度、角
度不同，对某些问题产生分歧，由此导
致班子成员之间的矛盾，属于正常现
象。就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方
式来讲，科学、可行、合理的决策和行
动，往往要通过反复商讨、切磋、论证和
实践，其间，班子成员少不了思想交锋、
观念碰撞，难免会有差异和矛盾、争论，
班子内部最终形成的决策或决定，一些
也是经历了彼此分歧到最大公约数的
过程。班子成员工作相处中，有了分
歧、矛盾，需要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
重，思想敞亮，当面讲出来。这样心无
杂念、心不设防地打好当面鼓，是对同
志的真爱护，是心齐风正、并肩奋斗的
真团结。一个有战斗力的班子，同志之

间就应该摒弃私心，与人为善，直言不
讳。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大胆指出来，坦
诚相告；有什么问题就摆到桌面上讲，
直言其过，对事不对人。

敲背后锣，难免激化矛盾、破坏团
结。在当今多元的社会里，观念的碰
撞与交融不可避免，任何时候背地苛
责别人，背后使绊子，都不是消除分
歧、化解矛盾的良策。领导班子成员
有了矛盾，甚至产生了误会、隔阂，如
果彼此心存芥蒂，当面不指出，背后乱
指责，必然会种下不利于团结的种
子。事实上，一些单位领导班子之所
以团结搞不好，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
的原因。明明对某个同志有些意见，
却因为怕伤“情面”、影响“关系”，而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
乱说”。殊不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
墙，这背后锣几经传递，往往会传走
样、变调，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蒙上阴
影，最终结果是既中伤了别人，也灼伤
了自己。打当面鼓，表面看会引起同
志之间一时的心情不愉快、脸面挂不
住，但唯有如此才能使矛盾得以化解
和克服。如若表面一团和气，思想上

不交锋，一味地去敲背后锣，往往是
“一年客客气气，二年话不投机，三年
各奔东西”，而班子调整事小，给部队
建设造成损失的事大。

当然，当面鼓也有如何去打的问
题。对那些事关原则的问题，敢于大
胆指出是好的，但务必坚持实事求是，
既不回避矛盾，也不言过其实，以明辨
是非、纠偏正向为尺度，不夸大，不缩
小；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以
讲清道理、耐心说服为初衷，和风细
雨，开诚布公，善言相告；既可以会上
讲，也可以通过个别谈心的方式说，具
体情况具体对待，绝不能以权压人、简
单粗莽。这样，当面鼓打起来，往往能
使人心悦诚服，躬身自省，达成预期目
的，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促成团结。

善打当面鼓 不敲背后锣
■孙启涛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组不合常规的演习训练照片，

引发网友热议。照片上，中国陆军指战

员正在进行短突击步枪的射击训练，而

不是以往常见的手枪射击训练。那么，

为何指挥员也开始进行短突击步枪射击

训练，是练为看的作秀？还是从实战出

发的训练需要？

随着天上空中地面各种侦察传感器

的广泛使用，战场越来越透明化，无论是

前线指挥所，还是后方指挥机构都容易

被敌方侦察发现，从而成为敌火力打击

或兵力突袭的重点目标。尤其是随着兵

力机动能力的增强，情报的实时共享，突

袭作战对手指挥所或机构成为可能。正

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中，不仅叙利亚政

府军指挥所常遭遇小股敌人的突袭或无

人机的袭扰，就连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大

本营——赫梅明姆基地指挥所也遭受过

类似的突袭，只一次就损失包括苏-35S

在内的多架战机，除此之外，俄罗斯陆军

中将瓦列里也在类似的突袭中阵亡，震

惊了俄军。

同时，在我军的演习场上，类似的

“战例”也是屡见不鲜。以历年来的朱

日和演习为例，在战场电磁条件和情

报信息极端复杂的环境下，红蓝双方

一边以火力打击锁定目标，一边派遣

特战分队机降至“敌”侧后，对其指挥

所展开突袭，一举端掉对方的“大脑”

也是常见的作战行动，“蓝军”曾凭此

招反败为胜。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未来信

息化战争，突袭敌指挥机构，能够一举瘫

痪敌作战体系，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

随着先进通信技术和定位技术的发展进

步，小股突击队在复杂地形向敌内部渗

透的成本明显降低，从而促使作战双方

将“端掉”对方指挥所当作首要作战目

标。毋庸置疑，一旦敌嗅到目标——指

挥所的气味，便会死咬着不放。

本着未来战争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

原则，指挥所的防御作战将是训练重点

内容之一。然而，指挥所部署兵力太多，

则易暴露目标。因此中高级指挥员今后

不仅要训练手枪射击，还要训练突击步

枪射击。一旦战斗仓促打响，指挥员无

论等级或职务高低都要披挂上阵迎敌。

如果只有半自动射击的手枪，在面对敌

人兵力突袭时自然应对乏力，换成突击

步枪火力威胁就会显著增强。就算落于

下风，至少也能为回防支援的部队争取

时间。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每到危

急时刻，手枪总是无法应对突击步枪或

冲锋枪的火力。因此，世界许多国家军

队，无论是坦克车组成员、炮兵、航空飞

行员等技术兵种，还是各级指挥员，除手

枪训练外，还会花费一定的时间训练各

种冲锋枪、卡宾枪和其他步枪，以实施防

御作战。

另外，训练突击步枪还可增强指挥

员的战场生存能力。由于手枪射程近、

子弹有限，打完弹药就失去了作用。若

能熟练使用各种步枪，则可在战场上就

地取材，更好地保护自己。我陆军中高

级指挥员训练短突击步枪表明，一切以

实战为前提展开的练兵，坚决摒弃“演

戏”和“花架子”，坚持从难从严，把战斗

力标准作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不仅是

训练作风的改变，更是训练理念的突破。

从
指
挥
员
训
练
突
击
步
枪
说
起

■
徐
永
楠

为提高民兵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能力，多种新型特种应急装备陆续配
发民兵预备役部队，具有军用与民用
互融、战时与平时通用、单兵与班（组）
搭配的特点。若要充分发挥新特应急
装备的综合保障效能，应着眼全局、立
足实际、多法并举，寻求有效的新特应
急装备训练方法。

模块编组轮流训。针对各型新特
应急装备列装到位时间不同、每批次数
量有限，无法保障民兵应急分队同时展
开训练的矛盾，采取按照实际执行任务
的编组方式，对全部民兵应急分队按任
务性质进行“模块化”编组，将列装新特
应急装备优先保障相应的“模块组”训
练，将执行任务相同、装备需求相同的
组（队）集中起来，采取“分器材循环、分
专业轮流、分编组集中”的方式，同计
划、同内容、同进度展开训练，实现训练
资源集约化，充分发挥数量有限的新特

应急装备的最大训练效益，确保内容训
全、人员训到、效益训高。

新老搭配融合训。努力克服“喜
新厌旧”的不良心理，着眼弥合代差、
优势互补，始终将提高编制内现役装
备与新特应急装备的整体综合保障效
能当作首要任务。训练中要抓好以新
特应急装备为牵引的作战要素集成训
练，增强装备系统效能，坚持将编制内
装备、自购装备和专用应急装备同步
展开训练，不搞厚此薄彼。合理区分
训练时间、对象和保障要求，做到有分
有合、相互促进，实现大纲训练课目和
拓展训练课目兼容，使各类装备优势
互补，努力实现新老装备作战效能的
高度聚合。

实地实装适应训。针对新特应急
装备技术性能理论数据上掌握多、实
际操作少，操场化训练多、实战化训练
少的实际，必须坚持“仗怎么打，兵就

怎么练”的原则，强化新特应急装备的
适应性训练。通过主动与地方相关部
门沟通协调，把预定任务地域作为训
练场或设置模拟训练场，有计划、有步
骤地利用地方基础设施、活动场馆、交
通枢纽和大型企业，在预定应急目标、
行动路线和地形上，模拟设置可能的
突发事故现场，营造逼真的训练环境，
组织新特应急装备与其他装备配合使
用的协同训练和综合演练，演练新特
应急装备对不同目标的使用方法和时
机，检验新型应急装备的技术标准，真
正达到人装结合、新老结合。

抓好民兵新特应急装备训练
■刘德强 胡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