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饶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是我国第
一座骑跨式高铁枢纽城市。近年来，上
饶市发挥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四省交界
大数据枢纽和智慧型城市，给这座城市
插上了“智慧翅膀”。
“‘智慧上饶’已经开启，‘智慧国防’

势在必行。”“‘智慧国防’建设等不来、更
慢不得，不能手捧金饭碗要饭吃，必须加
快融入、主动对接……”2016年初，在上饶
市常委议军会上，军地领导决定把“智慧
动员”纳入《“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纲要》，
聚焦军民融合、国防教育、兵员征召、基层
建设、信息指挥5大领域，推动“智慧动员”
建设登高提速。
“‘智慧动员’搭乘地方经济‘高铁’，

重要的是思想观念要对接、措施办法要
衔接。”去年以来，军分区先后与中科院、
市工信委对接 127 项国防建设需求，逐
步实现国防动员“潜力全面感知、征召精
准实时、协同智能管控”。

今年 6月下旬，婺源、德兴等地持续
强降雨，沿河乡镇村落大面积受灾、农田
被淹，数万名群众被洪水围困。危急时
刻，军分区启用“智慧动员”指挥民兵投
入抢险救灾，圆满完成了任务。

谈起“智慧动员”带来的变化，军分
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谢世良感触颇深。
据他介绍，依托“智慧上饶”大数据中心

共享军地资源，水文、气象、交通等信息
不出办公室就能实时获取，“刷脸技术”
运用于保密场所管理、民兵整组点验，
大大提高了效率。去年，军分区还对 13
套车载指挥所、27 套 4G 单兵系统进行
升级改造，远程组织完成了水上救援行
动演练。

上饶是进浙入闽的重要通道，部队
过境保障任务日益繁重，遇有任务开两
三次协调会、跑四五趟政府部门，是常有
的事。但引入“智慧动员”后，状况有了
明显改观。一次，军分区接到省军区作
战值班室通知，有救援部队在杭瑞高速
婺源服务区休整，需要提供 1600份午餐
和车辆维修保障。军分区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并通过“智慧动员”系统提报需
求。5分钟后，市国动委领导在网上签
发动员令，由婺源县国动委遂行保障任
务。婺源县国动委受领任务后，仅用了
25分钟便确定了保障方案。很快，1600
份盒饭和两支民兵汽车维修分队就出现
在休整点，受到了部队官兵的好评。

见证一幕幕“智慧动员”带来的变
化，这个市军地领导更加坚定：作为新一
代国动人，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
战，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加快推进国
防动员改革创新，才能担当起新时代使
命任务。

智慧动员登高提速
■梅永前

江西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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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国防”应急指挥中心建设方案
通过论证，国防地铁光缆网试点建设进
入实质性展开阶段……11月上旬，记者
走马浦江两岸，耳闻目睹上海“智慧国
防”建设取得的成就备受鼓舞。
“融合上海智慧城市和科创中心建

设成果，推进‘智慧国防’建设是我们在
新体制下主抓的一项重要工作。”警备区
领导介绍说。

记者在该警备区某指挥中心采访了
解到，“智慧国防”涵盖应急应战指挥和
国防动员两大板块，实现指挥网、情报网
和地方政务网等 5个网络互联，可实时
与地方公安、交通、海事、气象等信息系
统进行数据交换，能够保证对上、对下与
同级指挥机构的多手段、高质量指挥通
联，为指挥员判明情况、精确筹划、高效
组织行动提供支撑。
“国防动员单位战备训练建设横跨

军地，信息互联互通一直是个难题。上
海具有雄厚的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为我
们推进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而
应急指挥‘动中通’系统，就是‘智慧国
防’建设的一大亮点。”谈及此，警备区战
备建设局领导自豪地说。

记者在浦东新区人武部机动通信
指挥车上看到，坐在指挥室内不仅能实
现卫星、移动电话、宽带视频和集群对
讲通信，还能实时收发文电文书、对单
兵末端实施指挥，国防动员机动指挥能
力今非昔比。如今，该警备区本级和 16
个区人武部全部配备了这种机动通信
指挥车。

随着“智慧国防”建设的扎实推进，
警备区战备训练和国防动员工作水涨
船高。前不久，上海市组织市、区和乡
镇街道三级国防动员演练，平战转换、
动员支前时间均大幅缩减。而日常值
班执勤，各个重要目标情况、三维地形
尽收眼底，道路港口信息实时视频监控
随时切换。
“今年我们又利用上海 4G 宽带通

信、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研发了集宽带
与窄带、模拟与数字等于一体的‘前端
通’系统。”该警备区战备建设局信息
保障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系统可执
行日常办公、战备值班、巡逻值勤、应
急指挥等任务，有单兵式、车载式和固
定式，投入使用后可真正实现一机在
手、应有尽有。

动员能力水涨船高
■贾启明 本报特约记者 丁绍学

当下，“智慧国防”是个热门词汇。许多国防

动员单位以当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依

托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动员、精准动员，促进动员

能力的新突破。然而，一些单位在实践中对智慧

动员的认识并不全面，缺乏顶层设计，标准也不

统一，甚至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军事智

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

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

战争、打赢战争。”国防动员系统作为联结军地的

桥梁和纽带，推进“智慧国防”建设地位重要、优势

独特、潜力巨大，必须要尊重客观规律，区分轻重

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逐步优化完善、融合

共享，实现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双轮驱动”。

紧贴职能使命，在问题牵引中融合共享。针

对当前“智慧国防”建设中存在的融入联合指挥

体系不够、融入国防动员组织体系不够、融入地

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不够、数据信息支撑能力不

够等问题，加大军地之间沟通对接力度，构建联

建联用机制，突破制约、分批筹划、逐项推进，真

正实现军地系统融合、信息共享、指挥一体。

紧跟任务需要，在系统建设中融合共享。“智

慧国防”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成体系推进、

分系统实施，确保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

紧跟“服务作战、面向三军”需要，建设既能随时

对接上级联指中心，也能与防区内友邻部队进行

互联互通、情报信息共享的指挥体系；紧跟国防

动员组织体系需要，精准构建“大数据”潜力系

统，实时衔接国家、战区、省（市）、市四级国防动

员组织领导体系；紧跟日常战备训练任务需要，

完善数据采集整编、文电流转分发等系统的建设

运行，常态化开展基于信息系统的上下联动、军

地联动和内部联动运用。

紧盯未来战场，在创新手段中融合共享。当

今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形势下“智慧

国防”建设只有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才能获得一流

的竞争力。要充分运用地方科技人才优势，创新

运用量子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4G/5G

等高新技术，让量子通信技术接入通信机房、让

虚拟现实技术走进训练场地、让人工智能技术登上实战平台，使“智慧国防”建

设永葆青春活力，才能在未来战场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上海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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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动员如何嵌入智慧“芯片”
——浙江省嘉兴市推进“智慧国防”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中国国防报记者 裴 贤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李勇智

每到征兵季节，体检、政治考核
“双合格”的适龄青年很多，怎么选出
优质兵员让人武部领导头疼不已。

为了从“双合格”青年中选出优
质兵员，各人武部牵头组织公安、卫
生、教育系统等“三堂会审”。尽管下
了大量功夫，也挑选出了大批好苗
子，可由于诸兵种对兵员素质要求不
尽相同，所送的兵员与部队需求仍有

一定的差距。
据此，军分区指派人员走访接兵部

队作训部门，对兵员素质要求进行全面
了解，并与地方科技公司一道研发出兵
员征集审批定兵辅助决策软件，对应征
青年的政治素质、健康状况、学历情况、
兴趣爱好等 7个方面进行细化打分。每
年走多少兵员，“画条杠杠”让软件按标
准优中选优即可。

去年，该系统软件投入试用，从应征
青年报名开始就将相关数据录入系统，
体检、政治考核推进到哪一步，软件评分
就累计汇总到哪一步，优劣一目了然。

特别是在今年的征兵工作中，他们
全面运用“智慧国防”平台对所有适龄
青年进行了体检、政治考核。

对比以往的繁忙，桐乡市人武部副
部长苏学成深有感触：“今年的征兵全

面实行征兵体检信息化管理，比往年省
事多了。”

体检中，工作人员只需用身份证阅
读器识别应征青年身份并拍照取证，系
统便自动生成电子版体检表，应征青年
按引导参加各项体检。体检完成后，系
统自动生成体检报告。

遴选兵员时，每名预征青年适合当
什么兵种先让系统初步配对，然后人武
部再研究精确去向，确保新兵素质与
岗位需求匹配度更高。
“征兵体检工作可以用一台人工

智能仪器完成，实现精准定兵，为部队
不同兵种、不同岗位提供身体条件适
合的兵员。”体检医生张继认为，在一
定程度上，人工智能会比人脑更精准
更智慧，能够确保把优质兵员输送到
适合的岗位。

遴选兵员——

信息化管理多了，拍脑门决策少了

军分区动员处处长史高翔在人武
部工作时，召集民兵是他最头疼的一项
工作。每次收拢人员，几乎都要“说得
嘴唇开裂，打得电话发热”。

民兵身处万家、布撒千里，“人员难
集中、活动难开展、管理挂空挡”是个老
大难。

史高翔掰起手指给记者算账：调集
一名民兵，先是人武部通知乡镇武装
部，乡镇武装部再通知村民兵连，最后
是村民兵连找到民兵本人，最少也得打
3次电话，如果下纸质通知就更繁琐。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军分区领
导目睹了一些大互联网企业的商业运
营路演，几百万种商品的交易平台，遍
及全国各地的每笔交易都能实时精准
显示。

互联网上的新景观打开了军地领
导的思路：现在的民兵以 80后、90后为
主体，毫不夸张地说，网络已经成为他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国
防动员能够搭上“网络列车”，必将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他们研发了
集发布指令、动态管理、思想教育于一

体的APP客户端，作为推进“智慧国防”
的“敲门砖”。

去年 7月，台风“尼伯特”从东南沿
海登陆，一道收拢集结民兵的防汛防台
命令从军分区下到桐乡市人武部。如
果按常规“层层通知”的做法，必须要提
前两天下达。

有了手机客户端，值班参谋刘永
森网上点兵只需半天时间。只见，他
在荧屏上打开区域地图，以所属梧桐
街道应急救援分队队部为中心画了个
圈，街道民兵所处点位在圈内一览无

余。接着，他输入集结指令敲击回车
键，不到 3个小时，60名民兵全部集结
完毕。
“客户端与整个系统互联互通，全

市应急维稳、抢险救援等 6支民兵应急
分队所在点位一目了然，真正实现民兵
动态的实时掌控、指令的即时下达、人
员的精准调集。”刘永森说。

李思亮是梧桐街道武装部副部长，
梧桐街道有基干民兵 390余名，普通民
兵有 2000余名。以往民兵整组需要半
个多月，现在 7天就可以完成。“手机端
APP，真是我的好帮手。”尝到了甜头，
李思亮赞不绝口。

为了满足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的需
求，军分区还接入了社会舆情监控系
统、市应急联动智慧系统和全市道路、
河道的监控视频，确保指挥中枢可以实
时感知战场态势，加强情况预判，精准
计算兵力需求，高效处置应对各种险急
情况。

指挥控制——

敲电脑键盘多了，拨电话号码少了

“打电话问、马路上跑、企业里谈、
表格上写。”谈起往昔的潜力调查，桐乡
市人武部部长何建撑的话语里流露出
些许无奈。

几年前，他在一个沿海县任人武部
副部长。一次，所在县受领保障参加演
习过境部队的任务，需一次性征集 35台
运输车、15台大客车来输送人员装备。
这对一个沿海县来说，不是件容易的

事。一连几天，何建撑马不停蹄走街串
巷，把辖区的运输公司跑了个遍，总算
把车辆征集全了。

转眼到了 2016年年底，浙江省军区
对嘉兴军分区进行潜力动员检验性考
核，何建撑切身体验了一把“智慧国防”
的魅力。

当时，军分区下达给桐乡市人武部
的任务是征集 100台运输车辆协助驻军

部队向战场运输物资。接到前方指挥所
命令，何建撑这次格外淡定，足不出户、
没打一个电话就开始了“调兵遣将”。

打开“智慧国防”平台，进入早已互
通的全市 11家运输公司网页，各潜力单
位的备用车辆数、车辆技术状况实时显
示，一目了然。只见他以指令的形式，将
征集装备的数量、集结地点发送给各运
输公司，一支庞大的支前车队就组建完

成，并按时赶到指定地点集结。
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跑

路”，得益于真正突破了部门壁垒。在
“智慧国防”试点建设过程中，他们运用
网络精准筛选功能，把市内医疗、被装、
血站、运输、油料、宿营器材等网站网页
无障碍引入，促进了动员资源调度由行
政区划的板块对接向就近就便的要素
对接转变，使动员潜力基础由局部聚优
向全域聚优拓展。
“智慧国防”建设不仅为动员潜力

调查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也为征兵、民
兵整组训练等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负
责网络维护的桐乡市人武部职工倪宇
阳说：“就拿民兵整组来说，桐乡市有几
千名基干民兵。以往只能一个个输入民
兵信息，现在平台增加了批量导入功
能，既高效又精确。”

支前动员——

数据跑路多了，脚板跑路少了

上 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国防动员是将战争潜力转化输送为战争实力的重要链条。当我国产业信息化、经济网络化、物资储备智能化已成

为大趋势，如何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实现国防动员智慧化转型升级，是摆在国动人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2014年 11月，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江南水乡韵味与现代互联网融合共生，桐乡市人武部作为

试点单位，开启了“智慧国防”建设的新篇章。寒来暑往，嵌入智慧“芯片”的国防动员有哪些新亮点，又带给我们哪些
启示？

制图：张 锐、倪宇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