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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文艺轻骑兵”巡演小分队为驻蒙某仓库“荣疆”哨所官兵慰问演出。
2018年12月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抽调业余文艺骨干组成“文艺轻骑兵”巡演小分队，分南北两线赴基层慰问

演出。他们沿着铁路线登高原、到哨所、上站台、进病房，先后辗转2万余公里，为偏远部队的官兵送去文化大餐。
谭永军摄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眭艺
报道：日前，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
联合科学技术部、农业农村部，抽组军地
农业专家组成服务队，深入内蒙古边防
一线部队，开展送技术、送良种、送书籍、
指导培训的“三送一训”活动。这是军委
后勤保障部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持
续抓好边防部队“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一
个缩影。

此次走访慰问的边防部队地处北部
边疆，冬季严寒漫长。为增强服务指导
的针对性，农业专家钻温室大棚问诊蔬
菜病虫害，进生猪圈舍解答养殖难题，与
官兵座谈基层生产情况，组织集中培训
重点讲授蔬菜种植和生猪养殖实用技
术，以及管理、防疫的科学方法。

1月初，记者跟随服务队走访多个
边防旅看到，外面冰天雪地，温室大棚里
却绿意盎然，部分绿色蔬菜长势喜人。

“这得益于军地在‘菜篮子’工程建
设方面的深度融合。”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旅领导介绍说，在地方农业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他们近年来坚持生态防疫

和无虫害综合生产，创新运用浇灌方法
改善菜苗生长环境，使部队自产蔬菜基
本实现自给保障和部分冬储需求，种植
养殖也由过去“种什么养什么就吃什
么”向“官兵喜爱吃什么就种什么养什
么”转变。

此次军地联合开展的“三送一训”活
动，共走访 21个营连单位、3个边防哨
所，总计发放黄瓜、番茄、辣椒、芹菜等
10类蔬菜良种，送种植、养殖、病虫害防
治防疫等教材资料 500多套，培训种植
养殖技术骨干100余人。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领导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着眼全军边海防部队

“菜篮子”工程建设现实困难，积极拓展
军地协作方式，全面走开农副业生产军
民融合发展新路子，让官兵餐桌的“菜盘
子”越来越丰富，确保官兵吃出健康、吃
出战斗力。

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科学技术部、
农业农村部开展“三送一训”活动

军地携手丰富边防部队“菜篮子”

新年第4天，习主席签署中央军委
2019年 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
员令。动员令发布后，全军上下闻令
而动、遵令而行，铁甲滚滚卷起千堆
雪，战舰驰骋劈开万重浪，银鹰雷霆出
击啸长空，倚天长剑昂首向九天……
一幅幅恢弘壮阔的练兵画卷在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铺展开来。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
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也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军事斗争准备。军队
为打仗而存在，提高打仗本领，就要大
抓军事训练，坚持领导模范带头，立起
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坚持实战实训，
瞄准短板弱项专攻精练；坚持从严治
训，深入纠治训练领域的和平积弊，奏
响备战打仗最强音。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感召。能打

仗、善打仗的军队离不开思打仗、谋打
仗的领导。战争年代，“看我的、跟我
来”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和平时
期，“看我的、跟我来”依然是练兵备
战，提高杀敌本领的不二选择。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各级领导
干部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紧随统帅号
令，响应统帅号召，坚持把练兵备战作
为第一要务，将谋打赢作为根本目标，
把战斗力标准贯穿部队建设和工作全
过程、各领域，为备战打仗立好标杆。

严兵先严官，强兵先强将。拿破
仑说过，一只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可
以打败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正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是军中
脊梁、部队中坚，更是士兵信赖的主心
骨，只有练出良将，方可带出一支能打
仗、打胜仗的部队。各级指挥员要紧
盯现代战争前沿，摸清战争制胜机理；
强化学习，不断提高信息素养；突出练
谋略、练指挥、练应变，补短板强弱项，
身体力行回答习主席“胜战之问”。

聚焦打仗，实战实训锻造。“训”是
对“战”的设计和预演，“战”是对“训”
的应用和检验。作为战争的预实践，
军事训练离实战越近，离打赢就越
近。全面提高新时代我军备战打仗能
力，就要按照习主席提出的四个“立起
来”要求，大抓科技练兵，创新战法训
法，强化实战对抗演练，锤炼部队、锻
造尖刀。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从军种领
率机关到基层一线班排，从作战部队
到军事院校，从边防一线到内陆民兵，
要勇于超越训战之差、探寻训战一体，
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
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
攻精练什么，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
待发的战备状态。

端正训风，革故鼎新除弊。一支
军队的衰败往往从滋生“和平积习”开
始，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
怕。我军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强调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无论何时这

个根本职能不能变。
破除和平积弊，是一个深查细照、

反思拷问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革命、整
改提高的过程。各级党委要结合学习
贯彻统帅指示精神，对备战打仗的顽
瘴痼疾、水分杂质进行大清查、大整
治，像巡视那样加强训练监察，像审计
那样纠治训风演风，像改革那样改进
训练指导。

掐虚花结实果，除积弊打胜仗。
要坚持一切从实战出发，让演训内容
回归实战，让标准回归打赢，让求真求
难求严求实练兵新风激荡座座军营，
让部队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摔打磨砺，
让官兵在真练严考中淬火提升。

新时代需要新担当，新征程要有新
作为。2019年，新时代，新起点，新征
程。让我们以崭新的起点为契机，常备
不懈、苦练不怠，时刻保持枕戈待旦、箭
在弦上，确保一声令下、不辱使命。

(作者系江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兼纪委书记)

奏 响 备 战 打 仗 最 强 音
■李晓亮

正在筹备山西省“感动国防动员新
闻人物”颁奖典礼的张魁太，这几天忙
得格外带劲。

前不久，经过个人述职、民主测
评、组织推荐，他以非现役人员的身份
成为山西省军区军人俱乐部主任。虽
然自 2014年原主任退休后，张魁太就
主管军人俱乐部的工作，但这几年全
国省军区系统调整改革，张魁太在岗
位编配上一直名不副实。2018年，省
军区按新编制体制运行后，政工局立
即着手解决职工队伍现实问题。他们
加强试点探索、逐步规范运行，截至
2019年 1月 8日，全区 2369名职工重新
定岗定位。

汾西县人武部职工张海亮也没有
想到，中断 4年的养老保险又续上了。
2014年，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中，因为人武部没有《组织机构代
码证书》，所以像张海亮这样不属于地
方编制的职工，无法建立职业年金，导
致他们的养老保险与地方保险系统对
接不上。2018年 4月，中央军委正式下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山西省军
区以此为契机，当年就全额支付 429名
人武部职工的2018年度职业年金，待核
算后还将一次性拨付 2014年 10月至
2017年所需经费。

省军区系统按新编制体制运行后，
职工队伍占人力资源总数的近六成，如

何使职工放开手脚、卸下包袱、敢于担
当？山西省军区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
信任相统一，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
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增强职工的
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

他们按照《军队单位聘用社会人员
管理规定》，采取一次性经济补偿或赔
偿的办法，对无合同、无保险、年龄大、
聘 用 不 规 范 的 人 员 进 行 全 面 清 理 。
2018年，省军区与 450名聘用社会人员
解除劳动关系。

同时，省军区成立课题组，先后 3
次在全区范围内进行职工队伍建设专
题调研，书面征求省军区各办局和基
层意见建议 9类 46条，并据此出台《山

西省军区全面规范和加强职工队伍建
设管理使用工作的意见（试行）》。该
《意见》对职工队伍的身份定位、招聘
调动、管理教育、职级调整、培训考核、
待遇保障、劳动保护、退休移交等方面
做出具体规范，构建起符合省军区系
统职工队伍建设实际的政策体系。

以试点单位吕梁军分区为例，该区
人武部职工统一按照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标准，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本实现工资账户单列、专项管理、专
款专用；统一制发《职工证》，在辖区范
围内享受现役军人同等优待。

吕梁军分区政委张选告诉记者，下
一步他们还将建立职工健康基金，帮助
患重大疾病的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将
有从军经历、工作成绩突出的职工纳入
优抚对象行列，每年春节、八一期间进
行慰问，增强职工的荣誉感。

在 2018年度总结中，省军区首次
将职工队伍纳入各级表彰奖励的大
盘子，61名职工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
表彰。

“随着更多好政策出台，一定能激
励大家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职工
张魁太充满信心。

山西省军区

严管厚爱，提振职工精气神
■王 龙 王海明 本报记者 苗 鹏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笔谈

高歌唱边关

一段绿色的战备钢桥、两条保障滚
装运输的斜坡道、5000个车位的开阔
地、正在装载的一艘 5层货船……1月 8
日，江城武汉的沌口装卸码头一片红火
景象。

沌口滚装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历经
武汉市港口码头多次调整，沌口装卸码头
不仅没有拆迁，而且国防功能得到进一步
加强，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一并提升。

2016年 1月 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当前和今后相
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习主席的讲话字字千钧，激荡广袤
大地。

为深入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重要指示精神，湖北省治理长江干线
非法码头联席会议办公室（简称省联席
办）成立，并按照“三个一批”（取缔一批、
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对长江岸
线港口码头进行优化整合。湖北省交通
战备办公室（简称省交战办）调研员耿红
兵就参加了 2017年全省拆除非法码头
的整治活动。

“抓铁留痕的整治力度令人记忆犹
新。”他回顾说，为推进整治活动，省里建
立联席会议、定期督查、联合办公等制
度，不仅及时取缔了数百个非法码头，而
且将一大批企业迁到长江两岸1公里以
外的地方。

安排交战办工作人员参加非法码头
整治活动，体现了主管部门乃至省委、省
政府对国防需求的充分考量。

长江水道被认为是连接我国东西部
最重要的“黄金水道”。一直以来，荆楚
大地致力打造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下交通
战备建设的“湖北样本”，军地联合出台
《交通建设项目贯彻军事需求审查制
度》，要求“水、陆、空”交通项目建设预先
征集驻军部队意见并严格审查备案，必
须兼顾军事需求，否则一律不予立项开
工。因此，在非法码头整治过程中，湖北
省将战备码头整治任务赋予省交战办。

2018年12月，武汉市发布长江和汉
江核心区港口码头岸线资源优化调整总
体方案，方案显示，核心区域内的码头将
由 103个减至 40个，泊位由 150个减至
64个，目前 60%以上码头已拆除。这是
继前两年在对防污染不达标的非法企业
进行关停的基础上，该市采取的又一次
重大行动，对于保护长江两岸生态、集约
高效利用岸线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而据
省交战办工作人员反映，目前位于武汉
市内的战备码头全部得以保留。

“保留不是得过且过，而是要主动参
与到调整优化的行动中去。”省交战办专
职副主任雷洲认为，地方政府保留战备
码头，体现的是对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
作为国防动员部门，应主动兼顾生态保
护和国防功能，对既有战备港口码头进
行优化重组，对新建综合性港口码头精
心筹划，努力实现国防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

雷洲告诉记者，该省正在推进的十
三五规划内贯彻国防要求的荆州朱家湾
综合码头、鄂州三江港两个项目，就体现
了集约高效原则，建成后可充分利用周
边交通资源，在就近区域实现铁路、水
路、公路、空中立体投送和成建制部队跨
越长江摩托化机动，总体上大幅度降低
和节约长江岸线、水域、土地和运营等各
类成本。下一步，他们将按照同样的思
路，对武汉市的 3座战备码头进行整合
和功能提升。

长江港口码头正处于治理整顿期，
新建港口码头将越来越少，已建、在建的
综合性港口码头成为贯彻国防要求的稀
缺资源。对此，省交战办将组织对长江
湖北段 1061公里两岸港口码头动员潜
力进行全面调查，兼顾生态保护和国防
功能，调整优化布局，研究制定贯彻国防
要求方案，为确保战时“黄金水道”天堑
变通途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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