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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对口精准征集补充，推进征兵
领域‘供给侧’改革。”问及安徽省军区司
令员杨征代表今年参会有何建议时，他
脱口而出。

“目前的征兵，总体上仍处于粗放式
阶段。”在杨征看来，这几年，征兵工作力
度不断加大，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的良好态势，但兵员征集依然是按地域、
按人口基数，不分专业特长、不分岗位类
别，集中补入部队。这种粗放型征兵模
式，制约了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如何建立科学的部队专业需求与
兵员征集对接模式，实施按需征集、精
准补入？杨征认为，应根据部队现实需
要，特别是兵种、专业和岗位的不同，每
年有计划地开展定向（定向到各兵种专
业需要）、定标（定标到应征青年学历高
低）、定岗（定岗到各种技术类别）、定位
（定位到部队意愿需求）的兵员征集。

通过调研杨征感到，推开精准征集
模式，可最大限度将高素质青年对口安
排到部队适合的岗位服役，有效降低部
队培训成本，尽快形成战斗力。

对于打破传统征兵模式，探索走开
精准征兵的路子，杨征建议做好以下 4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精心编制岗位任
职说明。围绕“岗位干什么、新兵做什
么、需要具备什么资格”，组织相关力
量，系统编制各军兵种、各建制、各专业
岗位说明书。二是精确统计兵员岗位
需求。各军兵种部队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原则，测算出专业岗位、普通岗位及
兵员数量等补充需求计划，逐级汇总后
上报国防部征兵办。国防部征兵办逐

级给兵役机关下达兵员征集指导数，兵
役机关按军兵种部队提交的专业需求
进行征集。三是精细掌握应征青年信
息。依托全国征兵网系统，适龄青年在
兵役登记和征兵报名时，增加专业特
长、学科门类、专业名称、执业证书等方
面信息，为对口精准征集提供数据支
持。四是精准补入部队所需岗位。精
准征兵组织模式下，兵员分配根据新兵
的基本条件、能力素质、专业特长、个人
意愿和部队岗位需要确定。

精准征集，推进征兵领域“供给侧”改革
——军队人大代表杨征和他的建议

■本报记者 张军胜

建议背后

“现在的军装真精神！”记者在会议
驻地的电梯上巧遇新疆代表团的拉齐
尼?巴依卡代表，他情不自禁赞叹。

拉齐尼?巴依卡是一名老兵，2004
年从部队退伍后，接过父亲的班，成为
一名护边员。

打开手机互加微信，拉齐尼?巴依
卡的头像是骑着白牦牛在边防巡逻的
照片。他用流利的普通话问道：“你肯
定知道红其拉甫边防连吧？从我爷爷
那一辈开始，我们祖孙三代跟边防连官
兵一起巡边几十年了，我的普通话就是
他们一字一句教会的。”

下了电梯，我们来到一楼大厅的解
放军报电子阅览屏前，一起翻看红其拉
甫边防连的报道和照片。说起与边防
连官兵的故事，拉齐尼?巴依卡笑称三
天三夜也说不完。从前和官兵一起骑
着牦牛巡逻，每天太阳出来就走、太阳

落山就在山里风餐露宿，有时还会遇到
雪崩、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往返一次要
近十天。十多年的巡逻路上，他和边防
官兵结下深厚情谊。

“不光是我，我们周围的牧民都把边
防连官兵当成自己的亲人。”拉齐尼?巴
依卡掰着手指说，大雪压塌了房子和羊
圈，他们来修；孩子上不起学，他们主动
捐款，还给孩子补课；吐尔迪罕大妈家里
困难，他们就买来羊羔，帮她致富；红其
拉甫没有医院，牧民生病了都到连队找
军医兄弟，到连队就像到自己家一样；过
古尔邦节的时候，连队官兵早早就来问
候，过八一建军节的时候，我们就赶到
连队庆祝，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这不是亲人又是什么呢？我们本
来就是一家人！”说着，他用力地拍了拍
心的位置。

“看，我们的安居房漂亮吧？”拉齐

尼?巴依卡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照片，
讲起这几年护边员身边的变化：牧民们
放牧有补助、种地有补贴，每年还享受
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孩子上学的学费全
免；边防修好了巡逻路，建起了执勤房，
还给护边员们配发了摩托车、对讲机、
望远镜，以前步行巡逻需要好些天，现
在骑摩托车只要 5个小时，而且再也不
用风餐露宿。

“虽然现在条件好了，但很想念从
前和边防连的兄弟们顶风冒雪巡逻的
日子，一起吃过的苦,才是最想回忆的
甜。”说话间，拉齐尼?巴依卡的电话响
起，是儿子拉蒂尔打来的。他边接电话
边说：“拉蒂尔说长大了也要像我一样
做一名护边员。我告诉他要好好上学，
说好普通话，将来成为一名解放军，保
卫祖国，保护人民。”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拉齐尼?巴依卡代表是来自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名
护边员，他向记者讲述了牧民与边防连官兵的深厚情谊——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本报记者 宫玉聪

魏凤和代表参加分组讨论。 李作成代表参加分组讨论。 苗华代表参加分组讨论。 张升民代表参加分组讨论。

谈及这份建议的缘由，杨征代表告
诉记者，这几年在省军区加大高素质兵
员征兵工作中，他真切感受到一个现实
困境，那就是“应征青年不知道入伍后具
体干什么、兵役机关不掌握部队需要什
么、部队不清楚新兵会干什么”，以致“部
队分不到满意的兵、新兵到不了满意的
岗位”。他说，2017年，他与安徽一所大
学当年退役的32名大学生座谈了解到，
有 27人在部队从事岗位与自身专业没

有关系。数据显示，每年大学生士兵大
进大出的现象比较普遍，征不优、用不
了、留不住的矛盾比较突出。

“实现应征青年能力素质与专业岗
位最优配置，真正将地方青年英才揽入
军营，是当前征兵工作的重大课题。”杨
征告诉记者，“令人欣慰的是，部分省军
区和军兵种部队去年已经展开精准征兵
工作试点，相信这条路会越走越坚实，越
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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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2日电 为广泛
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署展开
2019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
人员工作。

这次公开招考，着眼服务部队需
要，主要招录一批文职人员到主干专业
系列、重点关键岗位和艰苦边远地区；
注重引进优质人才，严把标准条件，精
准按岗择人，提高人才选拔质量，从源
头上建强文职人员队伍；坚持做到公平

公正，岗位数量、资格条件、选拔程序、
录用结果“四公开”，确保招考全程阳光
透明。根据计划安排，3月 13日至 20
日，报考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4
月28日全军组织统一考试。考试内容
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各科目考试
的范围、内容和具体要求已在军队人才
网公布。9月底前，完成面试体检、政治
考核、综合考察、公示审批等工作。

根据部署要求，各有关单位要高
度重视，加强党委统一领导，认真总结

经验，把握特点规律，周密部署安排。
提高思想站位，强化“四个意识”，深入
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文职人员制度
改革的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系统
筹划、精准设计、有序推进，依法依规
高标准紧前做好招考各项工作；强化
责任担当，有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严
格按照招考任务要求、步骤安排和时
间节点抓好落实，协调纪检监察部门
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招考工作积极稳
妥、顺利圆满。

2019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工作全面展开

风正好扬帆，攻坚正当时。
3月 12日，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

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发出了“打好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
划落实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国防和军
队建设目标任务”的伟大号召。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落
实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实现国
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的攻坚
之年”“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加强重点突
破，加强责任落实，扭住不放，务期必
成”……

殷切期望，催人奋进；深情嘱托，鼓
舞军心。会场内外，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委员纷纷表示，要坚定决心意志，强
化使命担当，锐意开拓进取，全力以赴打
好规划落实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既定
目标任务。

加强统筹协调，做到
“一张蓝图绘到底”

找准方位才能把握航向，盯紧目标
才能行稳致远。

“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
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
接着一锤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
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
成效。”来自陆军的张学锋代表认为，“要
深入推进规划落实和战略筹划，前瞻设
计军队建设长远发展，加强统筹协调，一
步一个脚印向前走。”

落实规划，必须加强统筹协调。统
好任务计划、力量资源、管理流程，确保

各项建设有序推进。在来自海军的梁阳
代表看来，抓工作必须保持一抓到底的
执着精神，树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
气和决心，不折腾、不懈怠、不反复，善始
善终，务求实效。“有些部门、单位抓落实
之所以成效不佳，往往与缺乏经常抓、反
复抓、持久抓有关。抓落实，一定要防止
虎头蛇尾。目标确定了，任务明确了，就
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和
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看准了的要及时调整
和完善。很多时候，有没有新面貌，有没
有新气象，并不在于喊出一个一个的新口
号，而在于结合新的实际，用新的思路、新
的举措，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
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不少代表委员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

“推进规划落实，关键要打好项目论
证质量、创新审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

‘三大战役’。”来自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的辛毅代表说，要坚持需求牵引规划、规
划主导资源配置，加强跨领域、跨部门、
跨军地统筹，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清

“淤点”、通“堵点”、解“难点”。

加强重点突破，向最
现实最紧迫任务发力

攻坚战是一场硬仗，而越到最后，成
本越高、难度越大。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坚中之坚、难中
之难，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最难打破的

‘坚冰’。”来自陆军的高波代表告诉记者，
“必须全力以赴，精准施策，务期必成。”

攻坚战就要用攻坚战的办法打，关
键在准、实两个字。只有打得准，发出的
力才能到位；只有干得实，打得准才能有
力有效。来自海军的孙健代表认为，打
得准不准，干得实不实，关键在压实责
任，树立精准化理念。凡事要注重具体
和准确，工作精准到位、在一个个具体的
点上解决问题，避免大而化之、笼而统
之。责任压不实，落不下去，一切都无从
谈起。

落实规划，要重点突破，向最现实

最紧迫任务发力。“要围绕规划明确的
总体布局，突出抓好军事斗争准备急
需、作战体系关键支撑、国防和军队改
革配套等重点项目，向最现实最紧迫任
务发力，确保重大建设任务落地、关键
能力指标实现。”来自空军的李鸿代表
对此深有体会。

来自陆军的张雄伟代表，结合自己
多年科研攻关的经历谈道：“落实规划，
对于科技人员来说，就是要加大攻关力
度，加快建设进程，把住时间节点、质量
要求，实现进度和标准一起抓。同时，还
要抓住政策制度改革契机，抓紧健全军
事力量建设和军事管理等方面政策制
度，为规划提供有力保障。”

很多代表委员谈道，把工作做精
准，不能满足于提些一般性的原则要
求，要把工作细化深化具体化。没有解
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只会提原则性的要
求和空洞的口号，不仅什么问题也不能
解决，而且还败坏了实事求是、求真务
实的优良党风。

“打好规划攻坚战，要有强烈的责任

意识、到位意识。”来自海军的王再杰代
表认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每一个工
作环节都差那么一点点，最终的结果会
差得很多。要摒弃那种“不拘小节”的思
维陋习，在每一个细节处严格标准、严格
程序，认认真真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

加强责任落实，坚持
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规划落实，事关军队建设基础与根
本，事关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战略构想。

“作为一项全面而长远的发展计划，
一定要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和刚性约束，
健全追责问责机制，形成严密的规划落
实责任体系。”来自陆军的肖冬松代表

说，“加强责任落实，还必须完善权力运
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
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很多基层代表谈道，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领导干部虽然工作满腔热忱，但是上情
不清，下情不明，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与
愿违。有的急功近利，不顾单位的财力、物
力和官兵的实际承受能力，贪一时之功，背
长久包袱，影响部队长远发展。

“在抓落实过程中，要加大检查督导
力度，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来自空军的白文奇代表认为，要把
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
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的强大推动
力。通过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领导责任，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规划落
实中得到充分释放。

“在规划落实过程中，还要注意继承
发扬勤俭建军的光荣传统。”长期从事装备
规划和论证工作的吴颖霞代表谈道，“要树
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和军委十项规定，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
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
“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念，
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代表
委员表示，只要拿出迎难而上的勇气、坚
定不移的信心，咬定目标加油干，一定能
不负嘱托，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全力以赴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
—军队代表委员学习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重要讲话述评之一

■本报记者 钱晓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