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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想不到地下人防工程的通风方式
就有清洁、滤毒、隔绝三种。”7月12日，
在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火花街道美润
园小区地下停车场，居民刘洁发现一连
串标示牌，通过这些标示牌，她了解到
不少相关人防知识。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像刘洁一样，徐州市区多位市民通
过地下停车场的标示牌，增加了对人防
工程的了解。

“设置标示牌的目的，就是要让人
防工程走进市民的视线。”徐州市人防
办工事管理处副处长朱宏海告诉记者，
由于部分人防工程与民用建筑连为一
体，居民往往分不清哪些是战时防空用
的地下室，哪些是普通地下室，人防工
程内容易发生堆积杂物甚至开墙打洞
的现象。对平时用作停车、物资存储的
人防工程进行标识标注，不仅有利于工
程的日常保护，而且有利于附近居民的
紧急使用。为此，依据上级的相关规
定，徐州市开展了人防工程的标识标注
工作。

自6月10日起，该市人防办持续在
《徐州日报》、市政府网站等平台发布公
告，采取“图片+文字”的方式，系统解
读人防工程管理、导引、设备、管线、提
示性等 5类标识的样式、颜色和内涵，
引发市民广泛关注。

“原来人防工程早已不是黑乎乎的
防空洞了。”大家通过阅读公告发现，现
代人民防空工程不仅配备照明、供水、
供电设施，而且配有滤毒器、滤尘器、排
风机房等设备，进入其中既安全又舒
适，便开始关注自家停车位附近有没有
人防工程、有没有开始对工程进行标识
标注。

“对人防工程进行标识标注，不是
随便挂个牌子那么简单。”朱宏海介绍
说，一些小区地下空间面积超过 10万
平方米，对其中人防工程进行标识标
注，既要使牌子醒目、大气，又要做到整
体美观、协调，为此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在云龙区大龙湖街道盛世锦园小
区地下停车场，记者见到从机动车坡道
到停车场两侧墙体，人防工程指示牌、
示意图，人防车位布局图，工程各防护
单元功能说明图，以及进出工程的电梯
导引图依次映入眼帘。依靠这些信息，
居民能够迅速找到离自己家最近的人
防工程。同时，“人防工程 严禁破坏”

等提示性标识也不时出现，提醒人们保
护好战时护佑生命的“地下长城”。

该市人防办领导介绍说，他们将按
照先外部后内部、先入口后筑体的步
骤，对全市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重点人
防工程进行整体性标注，通过耳濡目染
以及集中宣传的方式，引导广大市民不
断增强了解人防工程、保护人防工程、
利用人防工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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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在册的40余家新兴企业，有
近 20家实现转产或者转型，而调查数
据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一情况……”前不
久，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动员处组织的国
防动员潜力数据审核，先后对不够准确
的260余条信息进行了校正、更新。

“数据审核是动员潜力数据统计调
查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十分关键的一
步。”许昌市国动委综合办公室主任陈
福星介绍说，由于基层单位对部分潜力
数据掌握得不全、不新，导致汇总后的
数据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必须通过集中
审核挤干“水分”、排除“虚光”。

专业的事，就应该让专业的人唱
主角。动员处参谋张鹏告诉笔者，国
防动员法明确规定，政府统计机构应
当根据需要，准确及时地向本级国动
委的办事机构提供有关资料。他们依
法依规进行协调，赢得地方统计部门
的大力支持。

参照统计部门掌握的多个行业系

统的权威数据以及《许昌市统计年
鉴》，走形变样的数据现出了“原形”。
军分区动员处组织相关单位及时整
改，将不少过时的、错误的数据从数据
库中剔除。

军分区动员处还采取集中办公、按
职履责、总结讲评的方法，充分发挥市
国动委各个专业办公室的作用。

“根据职责分工，我办负责20多家
部门报送数据的审核工作。”许昌市国
动委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翟得平介
绍说，通过运用对比审、抽样审、实地审
等办法，该办发现医疗药品、工程机械
等方面潜力数据漏项较多。为此，他们
及时与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对接，补
充填报了 30多家相关企业的详细信
息。像经济动员办公室一样，其他专业
办公室也按照守土有责的要求，对本专
业相关潜力数据进行查漏补缺。

统计部门总体把关，专业办公室分
领域审核，使许昌市今年国防动员潜力
数据精确度与去年相比提高了 5个百
分点。张鹏告诉笔者，国防动员潜力数
据动态更新较快，今后他们将根据保障
任务需要，及时进行专项数据审核，确
保让每一条潜力信息都汇入打赢铁流。

河南省许昌军分区动员处严格组织潜力数据审核

每一条信息都过筛子
■张新民 王晋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既是人
力组织战，又是物资保障战：物资紧缺时
战斗艰难，物资供应充足则胜利在望。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各类物资
保障逐渐回归正轨，但回顾抗疫过程中
应急物资特别是医用物资保供从“紧缺”
到“紧平衡”“动态平衡”再到“动态足额
供应”的不寻常经历，不得不令人深思：
如何抓好应急物资储备，成功应对下一
场挑战？因为引起物资紧缺的不仅仅是
公共卫生事件，还有突如其来的自然灾
害和战争。

紧绷忧患之弦，树牢应急储备意
识。置办了各式各样的锦衣华服，却没
有储备普通口罩；收藏了不少名酒，却没
有储备消毒酒精……疫情暴发初期，不
少人因应急物资“零储备”而引发的紧
张、焦虑情绪至今记忆犹新。

应急物资储备不足，反映的是忧患

意识欠缺。积谷防饥、未雨绸缪是农耕
时代中国先民总结出的朴素经验。至
今仍在全球肆虐的疫情时刻在警示我
们：天有不测风云，危险会突如其来。
特别是这次疫情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
刻影响，带来的各种挑战尚未完全见
底。应以这次疫情防控为契机，深入开
展危机教育、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居安思危、常备不懈，
从而进一步增强应急物资储备的自觉
性主动性。

紧跟形势发展，更新应急储备观
念。疫情肆虐之际，一批平时与口罩似
乎没有关系的汽车、手机等制造企业纷
纷改线跨界，加入生产口罩的大军，最快
的仅用 76小时就造出了口罩机。疫情
暴发以来，全国有超过3000家企业经营
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生产
业务。这个现象启示我们，应急物资储

备也应该据此更新观念：既要储备实物，
又要储备技术，降低储备成本，提高储备
效益。当前，各地正在开展国防动员潜
力统计调查工作，对于纳入调查范围内
的规模以上企业，既应统计日常产量，又
应调查扩产、转产能力，为创新应急物资
储备模式摸清家底。

把握特点规律，拓宽应急储备渠
道。这次疫情防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全民动员、全民参战，14亿中国人不分
男女老幼，不论岗位分工，都自觉投入
到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未来无论应
对何种危机、迎接什么挑战，人民战争
仍然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应
急物资储备应该准确把握这一特点规
律，充分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构建
上下联动的大联储模式：由国家重点储
备非常用应急物资和集体应急行动保
障物资，由企事业单位储备常用应急物

资和本单位防护用具用品，由家庭储备
家用和个人应急用具用品，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而又互相衔接、互为补充
的储备格局，凝聚全民动员、全民参战
的强大合力。

依托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创新应急
储备方式。传统的物资储备方式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行业系统储备，另一种是行
政区域储备。近些年来，我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落地生根，为创新应急物资储
备方式提供了先决条件。可率先在京津
冀、长三角等协同发展区域内建立应急
物资共享模式，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实现
一地物资、各地共用，进一步提高物资储
备效能。

着眼平战结合，优化应急储备布
局。自然灾害与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具有
相似性，应急物资也可应战。基于此，可
按照应急应战一体化思路，统筹应急、应
战物资储备，以每个战区为基本单元，预
储预置一批军地通用的装备和物资，并
依据联储联保方案，定期开展演练，努力
实现一种投入、多种效益。

应急物资储备不容缓
■战 扬 苏 杨

7月9日，上海市民防办依托青浦区淀山湖，协调兄弟单位开展了一场
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演练设置了落水人员搜救、船只灭火、翻艇自救、水下
泄漏物处置等多项课目，着力提高人防专业分队联合救援能力。

上图：参演队伍进行战术编组。 严慧栋摄
左图：上海市民防救援队运用无人机向“落水人员”抛投救生圈。

韩春华摄

“为既专业又能吃苦的文职军代
表点赞！”盛夏时节，昆明东站，任务部队
梯队长胡平朝连续奋战6天的昆明军代
室军代表王晓辉竖起大拇指。

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的王晓辉，是
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招考的一名文职人
员。从穿上“孔雀蓝”制服到独立组织物
资装卸载，王晓辉仅用了半年时间。像
王晓辉一样，目前该调度中心有一批文
职军代表在拔节成长、挑起大梁。

入列?入门

按照有关政策，2019年以来，该调
度中心通过社会招考和现役转改的方
式，吸纳了一批有志青年加入到军代表
行列。如何让这些新鲜血液尽快发挥作
用，成为调度中心面临的一道现实课题。

“大家都是怀着对军营的向往、带着
对部队的感情走进军代系统的。”调度中
心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何惜春告诉笔者，
组织上应当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他们建功
军营的热情和动力，引导大家尽快进入
角色、进入战位。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调度中心针对
运输保障任务比较少的实际，通过视频
会议的形式组织理论集训，邀请陆军军
事交通学院专家、教授，帮助他们掌握军
事运输投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通
过印发军事运输制度规定汇编、开展“规
章制度学习月”活动，组织军代表学规
章、学条例，打牢理论基础。

“通过集训，我们还了解到抗美援朝
时期我军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是
怎样炼成的。”王晓辉介绍说，调度中心十
分重视军代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领导
登台讲解军代表战斗故事、光荣传统，使
他们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责任感。

实干?实战

王晓辉就是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责
任感走上军运一线的。他自幼喜欢部队的
武器装备，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现在能够

“零距离”接触并且要把它们送上滚滚铁
流，心里无比激动。但他也坦言，军事运输
投送是一门学问，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掌
握的，自己还需要长期的摔打磨炼。

湛江军代室文职军代表苏汉杰与王
晓辉有同感。苏汉杰原来在某仓库任排
长，转改文职后当起了军代表。由于不懂
军事运输投送业务，起步阶段吃了不少苦
头：现场组织没人听、工作协调推不动，一
次次碰壁让他有点心灰意冷。多亏调度
中心组织的理论集训，让他“恶补”了军事
运输投送知识，逐渐进入了情况。

要做到不说外行话、不办外行事，仅
仅学习理论知识还不够。何惜春介绍
说，疫情稳定后，他们按照“到装卸地域
走一遍、大项任务跟一遍、交通企业走访
一遍”的办法，组织文职军代表加强实践
锻炼，让他们熟悉现场任务的组织流程
和实施办法。

“经过多次跟班学习，苏汉杰已经独
当一面了。”湛江军代室主任周命祥告诉

笔者，现在，苏汉杰已经胜任军运现场组
织、指挥工作，得到了任务部队和铁路军
运员的认可。

在军运现场组织装卸，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十分辛苦。但文职军代表
没有一人喊苦叫累。苏汉杰说，因为大
家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获得感?归属感

在驻地住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调
度中心所属军代室尽力保障文职军代表

“住有所居”。“没想到脱下军装又换了单
位，组织依然考虑我的住房问题。”调度
中心政治工作部文职人员彭达良介绍
说，依据相关政策规定，6月底，单位组
织住房分配，他与现役干部按照同一标
准打分排名，一起选房分房，这让身处一
线城市广州的他有了满满的归宿感。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一些文职人员
随调家属迟迟落不了户口。调度中心以
组织的名义统一出面协调，既让大家及
时落了户，又减少了个人在外奔波受感
染的风险。

调度中心在使用文职人员过程中还
注重用其所长。从现役转改文职的琚泽
武，大学修的通信专业在老单位没派上
用场，进入新单位后有了用武之地，成为
调度中心一名通信业务骨干。

“要让每一名文职军代表都有成就
感获得感。”何惜春告诉笔者，调度中心和
军代室两级组织将继续以岗位为平台，引
导文职军代表们担重任、显身手，在军事
运输投送事业中绽放人生芳华。

上图：湛江军代室文职军代表苏汉
杰对进行铁路运输的部队装备进行测量
定位。 肖 兵摄

“孔雀蓝”走上军运一线
—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培养文职军代表侧记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 兵

7月14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从东部战区总医院、第901医院、第908医院
抽调160余名官兵组成医疗救护队伍，分赴江西、安徽等地参加抢险救灾。图
为当天下午，医疗救护队为正在鄱阳湖抢险的某舟桥旅官兵巡诊。谢君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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