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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李顺报道：
“印金村寨突发火灾，请速派民兵灭
火！”火灾现场画面同步州党政军警民
联防平台、无人机分队实时传送路段拥
堵情况……11月初，一场民兵支援保
障演练在云南省德宏州民兵综合训练
基地上演，多支新型民兵分队亮剑演
兵场。

今年初，德宏军分区组织召开民兵
调整改革工作部署会议。走出会场，如
何构建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的现代民兵力量体系成为军分区党委
一班人思考的重点，他们把目光投向建
立健全轮训机制、创新组训方法上。

“战时人民武装动员如何快速支援
作战，动员潜力如何与边防部队需求对
接？”针对调整改革后军分区担负的使
命任务，军分区围绕信息主导提升指挥
效能、注重需求主导编实建强队伍，坚
持常态化抓建新型民兵力量。针对民
兵专业骨干训练存在的层次低、手段单
一、资源分散保障难等实际，军分区创
新训练模式，改进训练手段，整合训练
资源，蹚出一条高效节约的跨区联训新
路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军分区按
照“熟悉职责任务、掌握工作规律、适应
岗位要求、发挥职能作用”的思路，研究
制定了《关于建立民兵轮训机制的实施
意见》，在州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开展轮训
工作，计划利用全年时间将5个县市的应
急民兵分队轮训一遍，重点突出应急处
突、新装备操作使用等，采取理论讲解、
示范观摩、作业练习、研讨交流与考核验
收相结合的方式，全程封闭式强化训练，
对训练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轮训中，他们摒弃往年“一锅煮”的
训练模式，对“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
防”中民兵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等问
题进行研究讨论，围绕战时应急支援保
障任务开展物资运输、人口疏散、道路
抢修等专业课目训练。军分区领导告
诉笔者，新体制下民兵训练模式经过不
断地探索创新，有效破解了民兵定位不
准、能力偏低、作用弱化的瓶颈难题，民
兵“双应”能力实现整体跃升。

云南省德宏军分区提升民兵应急应战能力

新型力量亮剑演兵场

本报讯 记者郭冬明报道：11月
6日，记者踏上红土地江西，正值省军
区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以 下 简 称《决
定》）。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决定》把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制度作为重要部分单列出来，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习主席对人民军队的高
度重视，体现了人民军队在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中的特殊地位作用，体现了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
要性必要性。

“江西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在这片
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我们
更应该从学习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中坚定制度自信。”记者来到新交流
干部任职培训班，25名参加集训的师
团干部领导结合学习《决定》畅所欲
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发

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
于古田会议。”南昌县人武部部长张秉
公谈到，通过八一起义纪念馆的现场
教学，他更加深刻感悟到党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命根子，是人民军队永远不能丢的
军魂。

“92年前，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
村，毛泽东同志组织开展了三湾改编，
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永新
县人武部部长王大谋说，他们将支部建
在连上向民兵党组织拓展深化，走开民
兵连建支部、排设小组、班有党员的建
设路子，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民兵
基层党组织中落地生根。

江西省军区

寻根红土地 丹心铸军魂

省军区系统热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国动人勇于作为谱新曲

“一份《规划》抓 3年，98个基层武
装部规范化建设全部达标！”

11月中旬，谈起军分区党委落实
“三年规划”交上的成绩单，辽宁省阜新
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力武感慨不已：只有
稳住重心、抓常抓长，基层建设才能走
得好、走得远。

几年前，该军分区领导调研时发
现，所属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参
差不齐。他们会同市委市政府制定出
台《关于基层武装部建设三年规划实施
意见》。有些人泼冷水，认为“三年规
划”是雨过地皮湿。但让人没想到的
是，“运动式”抓建、“突击式”落实的现
象不复存在。阜新军分区党委一班人
深知，“一招管用”“立竿见影”的想法不
切实际，他们下决心：一张蓝图干到底，
一以贯之抓落实，最终收获丰硕果实。
阜新军分区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不断
夯实基层规范化建设，只是辽宁省军区
抓基层打基础的一个生动缩影。

来到盘锦市某有限公司民兵应急
连，作为全省新兴企业党建工作示范
点，该公司800平方米的党建汇展室和
400平方米的党史教育室一下子吸引
了记者的眼球。正如不少来取经的单
位负责人说：“一个民营企业投入这么
大的精力抓党建，令人佩服。”

记者了解到，盘锦的几家编有民兵
的新兴企业都建立了预建党组织，实现
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而且严格落
实组织生活制度。对此，盘锦军分区领
导谈到，在新兴领域开展民兵工作，就
是要把听党指挥放在首位，确保后备军
始终凝聚在党旗下，堡垒坚强，队伍才
能过硬。

谈及“五多”问题，采访中，不少官
兵表示：“形式主义的东西，对基层建设
不帮忙、反添乱，必须坚决摒弃。”2019
年是“基层减负年”，省军区各级党委机
关狠抓落实。

“能否合并？能否简化？”作为文电
承办人，看着案头上级下发的几份传真
电报，营口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齐亮
赶紧到机关几个处室转了一圈，询问有
没有类似的通知，好一并汇总处理。文
电下发程序细节的变化，体现了军分区
党委机关纠治文电过多问题的新风貌。

法之不行，文电乱象曾难解。采访
中，一份《辽宁省军区为基层减负七条
刚性措施》映入记者眼帘。措施对部署
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综合性报告、传真
密码电报等不同类型文电字数作出明
确规定，要求对上报告情况、对下转发
通知，不凑字数、不攒条数、能短则短，
禁止刚部署工作就要情况要结果……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李军告诉记者，
多项刚性措施出台后，基层单位文电收
发数量明显下降。

“企业编兵不再闹心，源于减负松
开了我们的‘手脚’。”采访中，营口市老
边区的某公司工会主席张文泉谈到，今
年的民兵整组工作开始后，他发现情况
和以往有所不同：从整组到训练，人武
部雷厉风行，提高工作效率，全部整组
流程细节认真打磨，一经确认、不再修
改，并提前一个月下发至企业，给企业

充足时间做好预案；训练前，提前进行
多方论证、踩实流程，以保证训练质量；
训练时严格按照时间规定，不给企业生
产添负担；战备库房从墙面粉刷到物资
摆放再到日常维护，全部由人武部干部
职工按照计划执行，减轻企业压力。

作风一转，气象一新。曾经的“纠
结”变成了现在的坦然，昨天的“不敢
想”变成了今天的寻常事。变化是最扎
实的答卷，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记者
仔细记录着这些变化，努力捕捉着一个
个闪光的话语：“人员归位，基层工作有
活力了”“机关不瞎掺和，基层有自主权
了”“文电简洁了，有时间干自己的事
了”……一句句带着“土味”的“心声”，
拼接成省军区多处发力抓建基层的新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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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萌、记者路波波报道：
11月 7日，宁夏军区通过党委常委会、
机关官兵和文职人员大会等形式全文
学习《决定》，围绕焦点话题、高频热词
展开热议。大家一致认为，近2万字的
《决定》中，先后 200余次提到“制度”，

100余次提到“体系”，充分说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

“虽然退役了，但永远不褪色。”贺
兰县退役军人范军刚说。近两年，宁夏

军区主动担当作为，配合地方党委政府
陆续出台退役军人脱贫攻坚、优抚解
困、涉税服务等多个法规文件，共同开
展退役军人帮扶工作，走访 54349户、
帮扶 6591户退役军人家庭，在全社会
树立崇尚英雄、尊崇军人鲜明导向，既

助力地方脱贫攻坚，促进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也让老兵们切实感受到党的温
暖，感动了一批人、教育了一批人、凝聚
了一批人。

“《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全退役
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通过学
习《决定》，更加坚定了宁夏军区党委
一班人持续做好退役军人帮扶工作
的决心。一位军区领导告诉记者，真
心真爱真情帮扶退役军人的做法，对
于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他们一定要
干出实效。

宁夏军区

党的温暖送到老兵心坎

本报讯 朱海宁、特约记者李弘
非报道：“我们省民兵建设工作‘四个
纳入’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
度契合，与江苏的社会经济发展高度
吻合，我们一定要继续抓好贯彻落
实。”11月 7日，江苏省军区组织全区

党员传达学习《决定》，结合“深化国防
动员体制改革”，动员局局长韩涛谈了
自己的想法。

“‘四个纳入’指将民兵建设工作纳
入党管武装职责落实、纳入政府工作重
点安排、纳入应急力量常态使用、纳入

综合保障实践推进。”韩涛向记者介绍，
江苏省把民兵工作放在“强富美高”新
江苏的总体布局中谋划推进，在经济建
设布局、产业结构调整、重大项目安排
等方面，充分贯彻国防需求。

记者了解到，作为经济大省，江苏

省的民兵经费由政府为主保障，并建
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自然增长机
制，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民
兵建设需要，健全和规范了民兵履职
补助制度。“扬州市推进落实专武干部
岗位津贴；盐城市大丰区设立民兵应
急分队值班补助。”韩涛告诉记者，他
们将进一步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落到实处，继续推进“民兵事业费管
理办法”的拟制完善工作，明确民兵参
加战备执勤、军事训练和活动期间生
活、物资保障和相关补贴，确保民兵政
治上有地位、经济上不吃亏、权益上有
保障。

江苏省军区

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

蜜在人民空军成立
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
空军公开发布一套100枚
强军主题纪念封《我爱祖
国的蓝天》，记录人民空
军 70年经典瞬间，展现不
忘初心、奋飞向前的蓝天
英姿。

蜜正在参加实弹战术
演习的北部战区空军某旅
官兵，在野外阵地上为人
民空军成立 70周年献上
祝福。

王云龙摄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动人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