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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冷海涛、记者杨银满报
道：“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具体解
决方案，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务实、最有
效的会议。”10月 21日，走出黑龙江省
委常委议军会会场，空军哈尔滨飞行学
院政委叶云感慨良多。

该学院的训练靶场地块零散，影响
日常战备飞行训练，急需整合建成新型
靶场。议军会上，省政府自然资源厅、
水利厅认领任务，协调相关市（地）政府
制定土地置换整合方案。

“无论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还是
发展遇到的新问题，都要倾心尽力解
决。”在议军会主会场，省委书记、省军
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伟开门见山公布
会议的主题。

与以往不同，这次议军会主会场设
在省军区军官训练中心，市（地）相关领
导在各军分区（警备区、军事部）分会场
实时收看，同时邀请驻军部队主要领导
参加，军地共商解决方案。

“新建成的民兵训练基地已完成47
批2700余人次的民兵训练……”会议第
一个环节，14名军分区（警备区、军事
部）党委第一书记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
职，伊春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
记赵万山率先亮出“成绩单”，接受监
督。今年他们把部分人武部整编纳入
伊春“大转型、大改革”的“一盘棋”中谋
划，统筹考虑军地需求，推动了人武部
和基层武装部的全面建设。

张庆伟介绍，组织“第一书记”述职
实为“照镜子”，看看往年的难题解决没
有、会上的承诺兑现没有、解决问题的
措施定实没有，推动全省国防动员系统
形成高效运转的“内循环”。

正“自评”，严“他评”，才能画出真
实面貌。“??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
用发挥不够好、??市基层武装部基础
建设推进比较慢……”“第一书记”述职
后，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傅永国对各
市（地）落实情况进行讲评，点到具体单

位、点出具体问题，让未达标的市（地）
领导干部脸红出汗。据悉，为了促进

“内循环”高效运转，省军区狠抓“四个
秩序”规范建设，全省 1300余个基层武
装部实现达标升级，占比90%以上。

“除了抓好‘内循环’，还要推动‘外
循环’，环环相扣才能形成‘同心圆’。”
傅永国说，他们把推动解决国防动员系
统的难题难事视为“内循环”，把推动解
决驻军部队的难题难事作为“外循环”，
坚持“两个循环”一起抓，涉军难题难事
放到“一个篮子”里统筹解决。为开好
这次议军会，省军区围绕“战”之首需、

“建”之必需、“保”之急需，采取征询驻
军需求、集中研究会商、分头对接协调
的方式，征求驻军部队和省市相关部门
意见，会商提报了急需解决的8个问题。

“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
为备战打仗建立‘绿色通道’。”省委副
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
文涛明确要求：“这 8个问题，能解决的

当场讨论拍板，涉及哪个部门，哪个部
门就对号入座认领解决。”

武警某部提出某方向战备物资储
备点建设滞后，省委边防办、省应急管
理厅认领任务，协调驻地所在市政府负
责解决；陆军某部提出需要加快某油库
区的审批迁建，省政府办公厅认领任
务，地方负责领导当场与该部领导协商
敲定了迁建的适当位置……会议大厅，
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驻军部队领导
面对面“结对”，责任人、解决措施以及
完成时间一一明确，同时建立定期会商
和跟踪督办机制，确保会后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着落。

“让‘战鹰’有训练场、让油库有‘安
全窝’……凡涉军难题难事都倾力帮助
解决，我们很受鼓舞，非常感动。”陆军
第78集团军军长张帆感慨，议军会对接
一线部队解难破难，就是直通“战场”为
战斗力提升“添薪加火”，他们要带领官
兵努力练兵备战、不辱使命。

会议年年开，难题岁岁解，如何让议军会助力备战打仗？黑龙江省委
常委议军会聚焦驻军部队“战”之首需、“建”之必需、“保”之急需—

涉军难题放在“一个篮子”里解决
“共产党给了我们房子和地，让我

们走出丛林，和汉族、藏族人一样，去种
地，去上学，过文明的生活。如今，解放
军帮助我们打造特色旅游项目，成规模
发展猕猴桃等水果产业，藏区的景色越
来越美，僜人的口袋越来越鼓。”

说这话的，是西藏林芝市察隅县
下察隅镇新村党支部书记金夏。他是
生活在藏东南山区中的一名僜人，其
祖先曾世世代代在山林中过着刀耕火
种的生活。

自 2018年以来，西藏军区某边防
团按照“一连帮一村”模式，选派连队党
支部正副书记担任村党支部的“帮建书
记”，帮助他们打造特色旅游项目，成规
模发展特色产业，让藏区群众富了起
来，藏区景色也因为环境治理、绿色果
木的点缀而更加美丽。

新村的变迁，只是西藏军区帮扶藏
区群众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军区先后
与驻地130个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大
力开展“送技术、送教育、送文化、送法
律、送健康”等爱民助民活动，为驻地群
众筑起通往幸福之路。

隆子县格西村的手工业作坊，生产
效率低，销售渠道狭窄，见不到收益。
山南军分区宣传保卫科科长次仁巴珠
多方奔走，帮助筹措资金，建新厂房，购
买纺织机。一年下来，格西村增收 20
万元。前不久，次仁巴珠获全国脱贫攻
坚奖贡献奖。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要切实把党
的温暖送到各族贫困群众心坎上。”西
藏军区党委认为，为了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让致富经传遍千家万户，是扶贫帮
困的直接途径。

军区官兵积极收集科技致富信息，
汇编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等资料，帮助
藏区群众制定科技致富目标。他们还
举办科普培训班、科技讲座，传授畜禽
养殖、温室种植、果木嫁接等高原农副
业生产经验，帮助藏区群众致富增收。

“我们试种推广的 20余个蔬菜新
品种，已走进万千农牧民家中。”军区领
导自豪地说，部队实施的一系列惠民工
程，让驻地群众的腰包鼓了起来。

——打造基础促进工程。军区
各级积极参与驻地基础设施建设，帮
助 24个贫困乡村整修道路 180余公
里、修筑灌溉沟渠 240余公里、安装用
电线路 240余户、修建安全饮水工程
70余个，有效改善了帮扶村的生产生
活条件。

——打造品牌产业工程。在川藏
线、青藏线沿线，官兵借助交通道路带
来的辐射效应，采取“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的扶贫帮困方法，引导群众开办

特色旅游和特产加工产业，并想方设
法找项目、建设施、抓培训，使群众收
入成倍增加。

——打造技术示范工程。在昌都、
那曲等地的偏远村落，官兵与4个贫困
村结成扶贫对子，带领群众发展养殖
业、种植业，建立的“军民共建示范田”
和“农牧民之家”，成为藏族群众学习技
术的主阵地……

当年漫漫进藏路，今日脱贫红旗
扬。截至2020年9月，西藏军区各级累
计投入经费 3500余万元，援建扶贫项
目 80多个，帮助 130个贫困村、2886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使上千名农牧民
走上致富“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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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一场军地联合应急演
练在浦东新区城运中心举行，演练了
防台防汛堤岸紧急加固、内河水域船
只相撞水上救援、危险化学品泄漏燃
爆事故处置3个课目。

为有效整合军地应急力量，今年3
月，上海警备区联合市应急管理局，以
浦东新区为试点，探索军地应急力量
统筹建用模式。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刘
杰表示：“此次演练的成功证明试点成
果可推广复制。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解

决通用装备物资征用补偿问题、军地
应急力量装备物资统筹保障问题，不
断提升城市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图①：民兵水上搜救分队配合地
方航务部门演练救助落水人员。

图②：民兵与地方应急力量演练
联合处置危险化学品泄漏燃爆事故。

图③：民兵驾驶两栖救护车和冲
锋舟演练抢救运送伤员。

周 淼、本报记者樊 晨摄影报道

管用管用！！军地应急力量统建统用军地应急力量统建统用

“小叶，全村脱贫一年多了，你什么
时候结婚？给个准信！”

“快了，到时候给大家发喜糖。”
10月 30日，安徽省六安军分区政

委黄体沈在金寨县铁冲乡张店村调研
时，向该村党支部书记叶胜“催婚”。

叶胜，张店村人，1987年出生，空
军某部退役军人。2018年，张店村两
委班子人员流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
置空缺。与张店村结对帮扶的六安
军 分 区 为 此 在 退 役 军 人 中 招 贤 纳
士。叶胜听闻消息后，辞去年薪丰厚
的工作，回到家乡当上“兵支书”，并
立下军令状：张店村一日不脱贫，自
己一日不结婚。

大别山深处的张店村，山高坡陡，
土质坚硬，难种难收。2016年，该村建
档立卡的贫困人员489人，村集体经济
几乎空白。

叶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
村集体经济。2017年，六安军分区捐
资扶持张店村的香菇产业，但由于没有
带头人，产业发展缓慢。在军分区党委
带领下，叶胜带着村两委开设培训班，
让贫困户学习科学种植香菇技术，史兴
芳、万国平等 10户贫困户通过种植香
菇脱了贫。

从“香菇种植”中尝到了甜头，村两

委又根据当地实际发展蚕桑产业。
2019年底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56.92万元，贫困户全部脱贫。今年军分
区又援建该村种植了300亩桑园，预计
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百万元。
村里返乡就业创业的青年越来越多，原
来的“空心村”变得越来越有生机。

在六安军分区的帮扶下，张店村还
建起了农家书屋和农民文化乐园，村两
委定期举办“文明家庭”“卫生文明户”

“好婆婆”“好媳妇”等文明创建评比活
动，村里吹起了文明新风。

前不久，安徽省军区副政委、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学伦来张店村
调研，问村民们对扶贫工作还有什么建
议和要求，没想到村民们抢着说：“请您
劝劝叶书记，早点儿把婚事办了。”

“张店村 3年大变样，村两委班子
共同打了胜仗。下一步我们要带着张
店村走向乡村振兴，看来小叶书记的婚
事也要纳入乡村振兴的大计！”杨学伦
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的催婚队伍又壮大了。”叶胜笑
着说。

催婚记
■蔡永连 程传军

10月 29日至 31日，在河南省洛阳
市举办的全国人防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会上，由厚重变得轻便的人防密闭门、
可视化地下工程监管系统、实时传递音
频视频的 5G通信设备、操作简便的人
防工程防淹设备等新技术、新装备让参
观者眼前一亮。

该项活动是全国纪念新中国人民
防空创立7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70年前，人民防空诞生于抗美援
朝的峥嵘岁月。1950年 10月，美军飞
机多次入侵辽宁省丹东市，扫射、轰炸
市民，炸毁房屋、街区。1950年 10月
3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防空问题，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
央当日发出《关于准备人民防空工作

问题》的电报，标志着新中国人民防空
的创立。2010年 7月 10日，经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准，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
确定 1950年 10月 31日为新中国人民
防空创立日。

70年来，人民防空从无到有、从
小 到 大 、从 弱 到 强 ，实 现 了 历 史 性
跨越——

从应急建设到长期准备，人民防
空成为国之大事。习主席在第七次全
国人民防空会议上指出，人民防空是
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
这一重要论述，为人民防空赋予了新
的历史定位和使命任务。军地各级将
人民防空纳入军事斗争准备全局，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人防系统

履行使命任务能力、防空袭斗争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

从封闭到开放，人民防空建设的战
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日益彰
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广
积粮、不称霸”思想指导下，我国建设了
一大批人防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防空
洞，人防工程在保证战备效益不受损的
前提下，纷纷被改造成停车位、储存间、
地下商场、公共文化娱乐空间等，“地下
长城”以平战结合的新姿态，成为改善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洞天福地”。

从行政手段推动到法律手段推动，
人民防空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1997
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开始施行。依据该法，全国各省、
区、市普遍出台落实防空法的实施办
法，修建民用建筑同步建设防空地下
室，成为一条必须落实的“硬杠杠”。目
前，我国超过百座城市的人防工程面积
实现了“人均一平方米”，而且这个数字
仍在不断增加。周恩来总理在人民防
空创立之初提出的目标，正在一天天、
一步步变成现实。

从今天看明天，“深挖洞”仍然具
有极强的必要性。在近期的纳卡地区
军事冲突中，不期而至的空中打击造
成大量平民丧生、无家可归。这说明，
空袭仍是高悬人类头顶的一柄“达摩克
利斯之剑”。回望 70年前的战火，近观
仍不太平的世界，我们决不能忘记人
民防空这一国之大事，让“地下长城”
随城镇化建设一起延伸，让人民防空
成为全民性防护工作，为铸就坚不可
摧的护民之盾筑牢根基。

新时代人防展新颜
■贾 勇 林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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