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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灯笼高高悬挂，鲜艳的彩旗迎
风招展，整洁的街道车水马龙……刚进入
腊月，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
瓦村易地搬迁安置点就已洋溢着浓浓年
味，幸福的笑容绽放在每个人脸上。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子弟兵的帮
扶，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从山沟沟里
迁出，搬进宽敞明亮的楼房，57岁的怒
族群众阿那言喜笑颜开。2016年，怒江
军分区与沙瓦村结成帮扶对子，帮助60
户202名村民搬出穷山沟，迈上小康路。

沙瓦村的变迁，是国防动员系统参
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习主席
发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号令以来，国
防动员系统各级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统筹推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圆满
完成 2411个贫困村、15.9万个贫困户的
帮扶任务。

精准施策，全力以赴
打赢“攻坚战”

“一碗米、半碗沙，五步不认爹和
妈。”位于沙漠边缘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气候条件恶劣，沙化、半沙化面积
达 59.3%，曾是“三年两灾”的国家级贫
困县（旗）。

如何把寸草不生的“沙窝窝”变成脱
贫致富的“金窝窝”？杭锦旗人武部党委
摸索总结出“生态补偿促扶贫、生态就业
带扶贫、生态产业助扶贫”的帮扶模式，

带领群众连续植树造林25年，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帮扶的 430余户 1300余人全
部脱贫。

精准施策、全力帮扶，是杭锦旗人武
部做好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国防
动员系统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制胜
法宝。他们瞄准致贫根源和群众急需，
采取一村一案、一户一策、因地制宜等针
对性举措，确保帮扶村“两不愁”全面实
现、“三保障”全面达标。

几年来，各级开展产业扶贫、修建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帮扶行动，累计
扶持项目 8900多个。军委国防动员部
本级帮扶河北省阜平县店房村，引进资
金和项目建成大枣加工厂、蛋鸡养殖场
等 5个企业；四川省军区在大小凉山地
区推进“彝族新寨”“巴山新舍”农房改
建；甘肃、陕西、湖南、海南省军区和宁夏
军区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扶持兴办特色
种植养殖产业、农产品深加工、红色旅游
等富民项目。

协同联动，聚合力量
打胜“总体战”

“没想到部队牵线搭桥的作用这么
大，没想到联建单位对老区人民的感情
这么深，没想到帮扶效果这么好……”临
近农历新年，回看革命摇篮的沧桑巨变，
江西省井冈山市的许多干部群众感触良
多，连连感叹“没想到”。

为助力井冈山市脱贫致富，江西省
军区积极协调，华东五省一市国防动员
系统相关单位展开集团支援，组织 9个
全国百强县人武部对口帮扶该市9个乡
镇，援建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等项目 77
个，使革命老区率先摆脱贫困。

跨域联动、协调作战、结对帮扶，是
国防动员系统充分发挥自身体系优势、
力量优势的创新之举。

“地无三尺平，伸手能摸云；开门见
深山，出门爬陡坡。”四川省凉山州金阳
县木府乡岩头村，贫困发生率曾经达到
69%，是国务院挂牌督战的典型（深度）
贫困村。

白魔芋产值提升、山羊养殖基地建
设、饮水工程修建……在四川省军区与
浙江省军区的全力帮扶下，2020年 5月
岩头村通过验收，成功脱贫出列。

像岩头村这样的贫困村，国防动员系
统帮扶的有 8个。为了啃掉这些“硬骨
头”，军委国防动员部整合力量进行集中
攻坚，探索实行“东中西协作”定点扶贫模
式、“多帮一”集团扶贫模式，跨域联动作
战，有效保证了脱贫攻坚任务按时完成。

立足长远，久久为功
打好“持久战”

“泥巴道路石板房，只栽苞谷愁断肠。
自从有了杨守亮，韭黄村里大变样……”贵
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白岩镇韭黄村党支部书

记、“兵支书”杨守亮上任后，将全村74名
退役军人组织起来，大力发展韭黄种植等
产业，经过3年多努力，使韭黄村变成了远
近闻名的小康村。

“截至目前，安顺市共有 900多名
‘兵支书’‘兵主任’‘兵委员’奋战在500
多个乡村，为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
乡村振兴做出突出贡献。”安顺军分区领
导介绍。

致富不致富，关键看支部。国防动
员系统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深入开
展军地基层党组织互学互帮互促活动，
先后帮建2306个村党支部，为农村培养
了一大批“兵支书”“兵主任”“兵委员”，
留下了一批“不走的工作队”。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国防动
员系统着眼打好“持久战”，始终坚持志
智双扶、固本培元，在教育帮扶、文化帮
扶等方面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他们着眼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将扶
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持续做好“八一
爱民学校”和定点帮扶村学校援建工
作，帮扶基础设施建设、购置教学设备
器材等项目；同时，组织贫困村学生赴
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军事夏令营活动，让
大山里的孩子开阔了眼界视野，点燃了
人生梦想。

不获全胜不收兵，打了胜仗不松
劲。近日，国防动员系统又一批干部
职工和民兵，走进百姓家中，深入田间
地头，打响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
战斗。

风展红旗如画
——国防动员系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综述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特约记者 周 仁

本报讯 吴丽丽、记者郭冬明
报道：“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退役军
人的关心关爱。”1月21日，江西省新
余市牛泥塘村退役军人陈友根在填
完退役军人家庭保险免费申请表
时，对工作人员上门送保单的做法
给予点赞。

近日，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分两批捐赠给江西省退役军人百万
余份保险申领保单。为更好完成保
险分配、申领工作，江西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进行专门部署，要求各地市
依据信息系统采集名单，在今年2月
28日前完成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通
知、免费申领表填报及捐赠保险申领
人信息汇总工作。

据悉，退役军人家庭免费保险保
障服务由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人
寿3家国有保险公司联合提供，第一
批50万份保险包含新冠肺炎、呼吸系
统重大疾病、家庭财产相关保障权益
等6个险种；第二批60万份保险根据
江西省退役军人反映的实际需求，剔
除财产相关服务，突出救助、就医服
务，是一份以医疗救助为主的保险。

免费保险申领范围为退役士兵、
复员军人、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军队
转业干部、军队离退休干部和离退休
士官、无军籍离退休职工、现役军人
家属共10类人群。

记者从江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了解到，此次退役军人免费保险申
领表填写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工
作叠加。为了让 109万余退役军人
及其家庭及时享受到该项政策，江西
省 22826个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迅速行动，以电话通知、微信群发
等方式逐个通知辖区内退役军人及
时到村（社区）填写申领表。对于暂
时联系不上的退役军人家庭，村（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专干们还通过上门
入户等方式逐一通知到位。在填报

过程中，服务专干向退役军人及其家
属宣传拥军优属、优抚安置政策，指
导帮助填报表格并答疑解惑。针对
部分退役军人年龄偏大、听力下降
的实际，社区退役军人专干还进行
上门服务。

目前，109万余份保险已分发到
位，退役军人信息填报工作完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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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姜林、记者赵雷报道：“足
不出户就完成兵役登记。”1月 18日，家
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拉树山村的适龄
青年王长春，在家中收到民兵连长送来
的兵役登记证。

适龄青年兵役登记不用出家门，源
于金州区兵役登记建立了军地联系协
作，做到了数据共享。2020年 12月上
旬，金州区出现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
实行封闭管控。新年度兵役登记工作

启动后，面对疫情防控形势带来的挑
战，为切实做好对年满 18周岁男青年
的兵役登记服务工作，区人武部对传
统兵役登记工作流程进行了改革和优
化，建立了街道武装部、派出所、行政
村和学校联系协作机制，共享人口基
本信息、学籍学历等数据。

据介绍，适龄青年登记后，工作人
员依托派出所提供的信息确认户籍，
根据学校提供的学籍学历信息确认文

化程度，其他信息由街道武装部通过
互联网和青年进行远程确认，让青年
和家长免去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和学
历证明等证件办理兵役登记的流程，
并通过数据筛查扩大了兵役登记覆盖
面，增强了信息准确性。

此外，适龄青年的照片由各村、社区
民兵连长统一收集，兵役登记证办好后，
由民兵连长统一发放，大大方便了农村
地区的青年和家长。1月 16日，该区解

除封闭管理，但是管控措施并没有放
松。适龄青年王长春看到媒体播发的兵
役登记通告后，起初还在为现场确认的
事发愁，没想到街道武装部长姜成刚主
动联系他确认信息。

在展开兵役登记的同时，人武部还
依托互联网点对点开展征兵宣传。王长
春的哥哥王长青去年6月大学毕业后一
直在找工作，在弟弟兵役登记时听说春
季征兵后萌生了参军的想法，主动报名
应征。截至目前，该区兵役登记率已达
到96%，报名参军人数达600多人。

“共享数据让适龄青年少跑腿。”区
人武部政委王勇介绍，建立兵役登记工
作联系协作机制既方便了适龄青年，也
提高了街道专武干部工作效率，还减轻
了疫情防控压力。下一步，他们将尝试
运用大数据进行征兵体检、政治考核等
工作，确保春季征兵工作顺利完成。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建立兵役登记联系协作机制

共享数据让适龄青年少跑腿

本报讯 郭珍、记者贺志国报道：
500米距离外，识别并定位10个目标，5
分钟内上报作业成果……零下30摄氏
度的塞外青城哈气成冰，民兵无人机操
作手阶段性考核现场气氛紧张。新年
开训后，内蒙古军区组织为期1个月的
无人机操作手强化训练，立起聚焦备战
打仗鲜明导向。

内蒙古有绵延八千里的边境线和
近 850公里的黄河防洪段。“由于边境
前沿、黄河两岸地广人稀，筹建民兵无
人机分队，提升实战应用能力的任务十
分紧迫。”内蒙古军区战备建设局局长
剑啸说，他们调整优化重点任务分队，
在 12个军分区（警备区）、19个沿边人
武部、19个沿黄人武部分别组建1支民
兵无人机专业分队，筹资购配无人机，
遂行支边侦察、防凌防汛等任务。

这次集训分为理论学习和实践操

作，并对无人机、多功能生命探测仪、
救生抛投器等操作使用、保管保养技
术等10多个课目进行了强化训练。“考
虑到无人机使用保管要求高，我们协
调供应商派专业教练指导组训，确保
每个单位都有行家里手。”战备建设局
副局长张曙强说。

“我们还免费参加了 AOPA（中国
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的无人机
驾驶证考核。”额尔古纳市民兵无人机
侦察排排长张鹏介绍，这次低温环境下
的考核真不简单，不仅要考虑续航时
间，还要考虑操作驾驶误差。

据了解，他们还将联合陆军边海
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和无人机供应
商，依托军区综合训练队设置无人机
骨干培训基地，采取联教联训的形式，
组织全区无人机骨干轮训，提升遂行
任务能力。

内蒙古军区组织民兵无人机操作手集训

培储骨干人才 提升备勤能力

1月中旬，高校开启“考试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征兵办推行“全时体
检、随到随检”工作模式，大学生在校初检合格后，可结合自身情况向区征兵办
提出上站时间，方便应征大学生体检。图为大学生体检现场。 林 琳摄

戍边卫国，不惧
山高路险。春节临
近，西藏军区某边防
团岗嘎边防连加强执
勤巡逻力度。图为官
兵在海拔 5711米的
兰巴拉冰川上巡逻。

卢亚鹏摄

关爱老兵关爱老兵 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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