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健、刘立国报道：“内
丘县人武部派出民兵协助各乡镇、街
道执行警戒任务”“宁晋县民兵在各交
通要点协助健康监测点值守”……1月
15日，河北省邢台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干事王文忠手指轻点，一条条指令信
息便通过民兵信息系统传向了各区县
人武部。

这是邢台军分区利用信息化手段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一幕。疫情发生
后，该军分区党委第一时间成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针对所属人武部、干休
所点多面广的实际，将相关工作安排
通过民兵信息系统传达。

在内丘县南关村执勤点，民兵刘
富强完成人员排查任务后，将拍到的

照片、视频资料，第一时间上传到了民
兵信息系统。“借助信息系统，既实现
了实时沟通和反馈，又减少了人员聚
集，避免了感染风险。”刘富强说。

目前，该军分区已发动 2200余名
民兵投入疫情防控当中，在民兵信息
系统的助力下，各项抗疫工作井然有
序推进。

借助网络精准防控河北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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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苗翔、记者肖传金报道：1
月上旬，甘肃省武威军分区围绕“今年
工作怎么看、明年工作怎么干”，组织工
作组对所属区县人武部进行全面考核
帮建。该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向鹏
飞告诉记者，这次考核，旨在帮助各人
武部围绕备战打仗查找短板弱项，理清
抓建思路，制定整改措施，为新年度工
作开好局。

去年底，该军分区领导在基层调研
时发现，部分人武部抓基层建设习惯

沿用老思路老办法，筹划基础设施建
设偏离备战打仗要求，在战斗力建设
问题上还存在担当意识不强、能力弱
化等问题。对此，军分区党委依据新
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区分“军
分区机关及民兵应急营、县区人武部
及民兵应急连、乡镇武装部及民兵应
急排”3个层次，探索建立“统筹规划、
分类指导、示范先行、整体推动”的考
帮建机制，因地制宜制定基层建设方
案和抓基层的清单，采取“一类一策、
一部一案”个性化抓建模式，确保基层
建设有序稳步推进。

记者在实施方案上看到，该机制涵
盖党组织建设、中心工作落实等 8个方

面的内容，按照“每名常委挂钩一个县
区、每季度进行一次训练考核、每年组
织应急队伍进行一次轮训”的方式，采
取“考问测查评”等方法，使机制落实
落细。

据了解，此次考核通报也不再是
以综合检查评分进行简单排名，而是
将年度参加上级军事比武竞赛、完成
大项任务、年度军事训练考核等一并
纳入评比。

个性化的抓建，提升了基层建设质
效。该军分区组织所属人武部先后完
成了过境部队作战支援、抢险救灾、维
稳执勤等多项重大任务，受到军地领导
的好评。

甘肃省武威军分区实行“一部一案”个性化抓建

推动基层建设提质增效

1月中旬，西藏山南军分区在陌生地域组织高寒山地进攻战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本领。图为官兵正在进行潜伏狙
击训练。 张照杰摄

“以前，过年只舍得给孩子买身新
衣服；如今，看到好看的衣服，说买就
买，一家老少从里到外换了好几身
了。”说起眼下的生活，马羊生不由地
挺直了腰杆。

马羊生是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寨
子乡峪里村村民。峪里村距离乡政
府10公里，山多地少，早晚温差大，利
于 当 地 特 色 果 品 —— 玉 露 香 梨 种
植。2014年，峪里村被确定为“玉露
香梨专业村”。然而，由于交通不畅，
玉露香梨的销路成为困扰村民的一
大难题。

2016年，临汾军分区开始定点结
对帮扶峪里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李韬
回忆，当时，村里 478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 32户，村里经济增长方式单一，
基础设施也很落后，全村人均年收入

只有2000元左右。
乡村要发展，必须要有项目。经

过与村两委班子商讨，扶贫工作队决
定将玉露香梨产业做大做强，让“梨蛋
蛋”变成“金蛋蛋”。他们投入资金50
余万元，帮助种植玉露香梨500亩，为
村里打了深水井，建起了蔬菜种植大
棚，还办起了培训班，请农技专家讲解
修枝整形、固土培肥、病虫害防治相关
知识。

2018年开始，扶贫工作队引进电
商，让玉露香梨借助互联网东风走出
大山。玉露香梨的销路打开了，但扶

贫工作队并没有止步于此。根据峪里
村的实际情况，扶贫工作队又确立“规
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专业化分工、
品牌化打造”的发展思路，探索“果蔬
双赢”的绿色转化路子。目前，以土
豆、小米、马铃薯和玉露香梨为支撑的
绿色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绿色种植养殖成为山区增收的源
头活水。2020年，峪里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8000余元。峪里村
村主任马永红说：“这几年，村民的日
子越来越好了，我们山里人终于赶上
来了！”

山沟沟迎来好日子
■骆新新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旭

本报讯 张炳山、曹振胜报道：1
月中旬以来，河北省霸州市人武部9个
民兵预建党支部 260余名民兵党员日
夜奋战在排查、隔离、消杀的第一线。
在霸州市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处处闪
耀着醒目的党徽。

霸州市人武部党委第一时间发出
动员令，要求民兵预建党支部发挥一

线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民兵投身疫情
防控。1月 12日深夜，市防控指挥部
通报情况：“在高速路口建立检查站
点，急需帐篷。”受领任务后，53名民兵
党员连夜出动，持续奋战 4个多小时，
圆满完成了5个执勤点10顶帐篷的运
输、搭建任务。

在煎茶铺镇小宁口村执勤点，民

兵党员梁国良已连续执勤两昼夜，“比
起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站岗执勤这
点累算不了什么，关键时刻，党员就应
该站出来、带好头！”梁国良说。

在霸州市抗疫战场，还活跃着 20
余支民兵党员志愿者小分队。不少市
民感慨：“看到那一枚枚党徽，心里就
踏实了，相信我们很快能战胜病魔！”

党员骨干奋战一线河北霸州

本报讯 胡强、周鑫报道：“作为
一名民兵，能够参加此次疫情防控，我
备感自豪！”从1月9日开始，河北省张
家口市涿鹿县民兵郝建江便坚守在高
速路口执勤点配合交警检查过往车辆
和人员。

在张家口市，像郝建江一样奋战
在 疫 情 防 控 一 线 的 民 兵 还 有 千 余
人。连日来，张家口军分区与市疫情

防控办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民兵
协助地方开展道路封控、病毒消杀等
工作。

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等交
通枢纽，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该
军分区领导介绍，为实现精准排查，
他们将这些重点区域划分为若干网
格，实行“分片到队，分户到人”制度，
派出民兵开展挨家挨户宣传排查。

同时，他们配合卫生、防疫等部门在
20个高速路口设立临时监测点，对往
来车辆人员进行检查和文明劝导。

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民兵400余
人次，累计排查中转人员8200余人次、
各型车辆 11800余台次。全市民兵骨
干实行 24小时全时值守，全力以赴做
好张家口市重点区域防范和巡查督查
工作。

加强重点区域排查河北张家口

上图：1月 14日 22时，吉林
省通化军分区协调驻军某部紧
急调配 350顶帐篷，用于支援地
方核酸检测点建设。图为官兵
正在装卸物资。

王光雷摄

左图：1月 19日，吉林省通
榆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
配合当地卫健、公安等部门，在
火车站开展疫情防控。图为民
兵正在协助工作人员对旅客进
行登记检测。

李艳宇摄

本报讯 王伟宁、叶广宇报道：1
月 14日，在黑龙江省望奎县民兵应急
分队队员的协助下，不到 2小时，县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便完成了紧急调拨
防疫物资的卸载任务。

望奎县发生聚集性疫情后，县人
武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带领民兵投
身疫情防控阻击战。1月 14日 5时，

县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请求人武部
出动民兵支援医疗物资的运送和卸
载任务。

接到电话后，该区人武部部长陈
寿明第一时间召集民兵应急分队集
结。不到半个小时，50余名民兵就赶
赴指定地点，完成了物资装车和运送
任务。

据了解，这已是该人武部一周来
第 16次执行紧急任务。“疫情当前，作
为一名老兵，就应该冲锋在前，这点苦
和累算不了什么。”民兵陈在宇不顾肩
膀已压出血痕，每次都冲在最前面。

截至目前，该县人武部已组织民
兵累计卸载物资 60余吨，有力支援了
一线防护物资的供应。

全力保障物资供应黑龙江望奎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感谢党和人民子弟兵 ，现在
的日子比蜜还甜哩！”临近新春，贵
州省铜仁市沿河县板场镇塘坝村
村民宋应平喜事盈门：村里集体经
济分红比去年翻了一番，拿到手里
的分红多了，筹划多年的新房终于
动工了！

“九山半水半分田，人穷粮少吃
不饱”，曾是塘坝村的真实写照。过
去，宋应平一家 6口人的生活全靠他
和妻子外出打工维持，3个孩子的上
学费用还得经常找人借。虽然塘坝
村种植油茶历史悠久，但由于村民不
懂科学管护、分散种植，导致效益不
高，像宋应平一样，守着满坡“摇钱

树”却受穷的村民不在少数。
2017年，铜仁军分区来到村里开

展帮扶，通过邀请农林专家技术指
导、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以及建设油
茶加工厂，打造了油茶种植加工产业
链，油茶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全村
每户年平均增收6000多元，油茶林俨
然成了村里的“绿色银行”。

紧接着，军分区开始带领村民发
展林下经济，在油茶林投放2500只鸡
苗。林下养鸡不仅能为茶树施肥，提
高油茶品质，还有利于鸡的生长，不
到半年2500只鸡苗就成长出笼，每户
贫困户增收约1000元。

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绿了荒

山、美了环境。2018年，军分区结合
当地资源，决定发展金丝楠木特色林
业产业，并以此为该村调整产业结构
的突破口。经过 3年的发展，郁郁葱
葱的金丝楠木林替代了原来的玉米、
番薯等低效农作物，成为塘坝村一道
亮丽的风景。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给村庄带来
了更多的绿色，也带来了丰厚的收
入。”军分区派驻该村第一书记付敏
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去年播种的树
种，已培育出楠木苗500万株，可移栽7
万亩国家用材储备林，仅此一项，每年
的产值就可达300万元以上，老百姓的
生活会越来越有盼头了！”

村里有了“绿色银行”
■邓元法 祝光强 严 鹏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