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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记者马飞、通讯员陈志新
报道：2017 年底，军委审计署昆明审
计中心在云南省某造价公司配合下，仅
用 24天就完成对 6个单位 9个项目上亿
元工程造价合同的审计复核工作，效率
比往年提高了近一倍。

该审计中心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军
队审计职能转变，审计中出现一些新情
况：一方面，部分项目涉及军地双方，
军地协作机制尚未建立、信息共享缺乏
渠道。另一方面，部分审计任务繁重、

专业性强。对此，他们从军民融合上寻
求破解之道，借助地方专业机构的力
量，编密织严审计网，确保审计高效、
无死角。

军粮供应管理涉及军地双方，审
计情况错综复杂。为此，他们主动与
地方审计部门沟通，建立联审联查机
制，实现信息共享。在云南省审计厅
配合下，该审计中心多次到云南省粮
食局调取辖区内驻军和武警部队刷卡
购粮记录，通过大数据对比，核查军

粮走向。
与此同时，他们还借助地方专业力

量，对所属审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前
不久，他们组织装备审计室成员，走进
中国船舶工业昆明船舶集团，详细学习
某型军工装备生产流程、性能造价、售
后服务等内容，有效提升了审计人员专
业素质。

截至记者发稿，该审计中心多次
与地方审计部门、企业机构合作开展
审计。

军委审计署昆明审计中心积极探索审计新模式

军地协作编密织严审计网

数九寒冬，陆军第 82集团军所属
部队对之前开展的训练考核进行“回头
看”，对训练薄弱环节进行复训补训。

尽管在这次考核中，一些单位的
多个课目成绩不太理想，但组织考核
的集团军机关人员说：“这次考核既考
出了部队的真实水平，更考出了练兵
备战的紧迫感！”

听话听音！通过采访，记者了解
到这次考核的详情。

去年底，该集团军向各旅下发
《关于组织集团军年度军事训练考评的
通知》。原本是年度例行性工作安排，
却在集团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这发的是啥通知啊，不明不白

的。”拿到通知后，某旅作训科科长张
松很意外。通知内容是这样的——

旅首长机关考核内容：基础技能，

从基本技能中随机抽定 2项内容；指挥
技能，区分部门考核想定作业，从想定
库中随机抽定 1项内容。分队军官考核
内容：基础技能，从基本技能中随机抽
定 2项内容；军官编组作业，从年度战
术演习课目中选定1个。

原来，这份通知里没有明确具体
的考核内容、考核时间、考核组人员
名单，而是从大纲规定的训练内容中
随机抽取考核课目，开考具体时间和
执考人员，参考部队也是临时才知道。

其实，这份通知的原始版本并非
如此。由于考虑到集团军部队重组重
塑，有的单位还涉及调整移防，各项
建设任务繁重。起初，作训部门在拟
订军事训练考评方案时，给基层明确
了具体考核内容和考核时间。

考核方案摆到该集团军领导的案

头，却当即被否决。该集团军领导要
求重新拟制，并特别强调：考核通知
不要太具体，不给部队“临阵磨枪”
“临时抱佛脚”的时间，防止出现“为
考而考”。

就这样，一次“三不知考核”拉
开帷幕。虽然才考过几个单位，但集
团军作训处参谋甘飞就断言：“这次考
核各单位的成绩都不会太高。”

果不其然。某炮兵旅三营营长陈
伟走出考场时直摇头，在营军官编组
作业考核中，集团军考核组仅给该营
打出71分的成绩。

同样，两天后参加考核的某合成
旅二营营长陈静也颇感遗憾——由于
接连出现失误，营军官编组作业考核
成绩也只得了79分。

为什么分数偏低？陈伟告诉记

者，这次考核前他们不知道考什么、
谁来考、什么时间考，部队没有办法
进行“重点准备”。这种“背靠背”考
核，往往击中部队训练的软肋，平时
训练中一些不符合实战要求的问题就
暴露了出来。
“这样的考核贴近实战”“这次考

核对部队干扰小”“这次考核考出了我
们的真实水平”……虽然没考好，但
不少官兵为这次考核点赞。
“考核这根‘指挥棒’，用好了可

以‘以考促训’，用不好就会‘以考阻
训’！”该集团军领导说，“与以往相
比，这次考核有了很大改进，但在贴
近实战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该集团军各级正针对这次
考核所暴露的短板弱项，加大补差训
练力度，部队上下掀起一股练兵热潮。

不通知考核课目 不通知是谁执考 不通知具体时间

“背靠背”考核考出练兵新动力
■王龙刚 本报记者 周 远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学潮、通讯员
葛创报道：寒风凛冽，山路崎岖。“05
号地域某部几十辆战车油料告罄，命令
你部野战油料分队立即前出实施保
障。”1月 4 日凌晨，电台突然传来号
令，正在辽西山区进行实战化保障训练
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野战油料保
障分队官兵立即撤除伪装，车队向预定
补给地域疾驰而去。

中心领导介绍，为应对严寒气候
对装备性能、人员行动的影响，自去
年 11月底开始，中心供应处专门组织

各油料仓库领导骨干集训，有针对性
地开展严寒条件下实战加油训练，总
结梳理发油作业流量表数据不准确等
10 多个低温环境造成的实训难题，并
逐一集智攻关，研究出一系列战胜
“寒将军”方法，提高了严寒条件下野
战加油效率。
“前方有小股‘敌特’袭扰，处突

小组立即出击，保护车队快速通过！”
当日，正在山路上疾驰的运加油车突然
接到情报，荷枪实弹的处突小分队官兵
迅速跃出前方开道先遣车进行处置，运

加油车拉大车距加速通过“伏击区”。
“战车 10分钟后抵达，立即做好群

车加油准备！”野战油料保障分队刚刚
赶到预定补给地域，命令即达。记者看
到，运加油车辆在某开阔地域等距排
开，各操作手奔向各自岗位，打开各功
能模块的舱门，机械操作手迅速展开主
油管……很快，一条近 200米长的群车
加油设施准备就绪。司泵员打开主离
心泵，干瘪的主油管瞬间膨胀，油料
畅达战车。不到半小时，几十台战车
“输血”完毕，呼啸着奔向“战场”。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开展实战化保障训练

穿越严寒为战车输送“血液”

本报讯 张明、特约通讯员唐继光
报道：2名体能掉队的新战士在班长的
悉心帮带迎头赶上、1名新战士接受专
业疏导后解开思想疙瘩……连日来，新
疆军区某师针对新兵下连存在一些不适
应的实际，广泛开展爱兵带兵活动，帮助
新兵缩短“第二适应期”。

背靠背知兵情。某团三连新战士小
张新训期间对部队的管理不太适应。新
兵下连时，新兵连干部将一份详细的“思
想档案”交到三连指导员岳辰手中，岳辰
及时靠上去做工作，让小张坚定了在部
队建功立业的信心。

面对面做工作。某连一名新战士，
由于文化程度与其他战友有差距，在地
形图使用课目教学中显得很吃力。教练

班长刘军及时给他“开小灶”，帮他从最
基础的理论学起，不厌其烦地讲解，一个
步骤一个步骤地演示，使这名新战士补
齐了短板。

心贴心交朋友。下连不久，该师修
理营一连新战士小李身上长水痘，需要
隔离。班长刘强强不顾自己可能被传
染，给小李打水端饭，一直坚持到半个
月后小李病情好转。重新投入到火热
训练场的小李感激地说：“生病的这段
日子，我从班长身上感受到了战友情、
同志爱。”

一系列举措，使该师的新战士“思想
疙瘩有人解，心理困惑有人管，生活困难
有人帮，训练短板有人教”，新战士们拼
搏进取，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新疆军区某师悉心帮带新战士

真情关爱缩短“第二适应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这一重要论述,让我们

倍感自豪、备受鼓舞。与此同时，我们也应

深刻认识到：只有能打仗、打胜仗，我们才能

受得起这份尊崇与荣耀。

军队因战而生，备战打仗是主责主业。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需要强有力的军队

来支撑和维护；一支军队的尊严，需要强大的

战斗力来保证。晚清时期，清军“十人上马半

数落，龇牙咧嘴腿骨折”，在入侵的列强面前

不堪一击，屡屡战败、频频受辱。血的教训告

诉我们，要赢得人民的尊崇、赢得与对手的较

量，就必须精武强能、千锤百炼，具备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能力。

熠熠生辉的八一军旗，凝聚着伟大的功

勋与荣誉。90多年来，我军走过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艰苦卓

绝、浴血荣光的14年抗战，走过“将革命进

行到底”的解放战争……正因能打大仗、善

打硬仗、敢打恶仗，我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建立了卓越功勋，肩负起捍卫和平、服务

人民的千钧重担，中国人民因此而扬眉吐

气、共享安宁。这样的军队，怎能不得到社

会的尊崇？

战争向来是最铁面的“审计师”，胜利

者才有最后的尊严。朝鲜战场上，志愿军

可以在零下26摄氏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

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

个人都时刻准备拎着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

尽……抗美援朝战争的以劣胜优、以弱胜

强，让“武装到牙齿”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

和尊重我们。

“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

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

抓住新军事革命机遇力争走在时代前列，托

举国家发展实现由大向强关键一跃，保障人

民能够安享和平之福，靠过去的能力、已有

的本领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

求，只有坚持一切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不断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

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才能捍卫革命先辈用鲜血和

生命赢得的荣誉，维护我军能征善战的光辉形象。

哲人说过，只有汗水才能浇开荣誉之花。珍惜荣誉、赢得尊重，最重要的就

是把聚精会神抓练兵备战的导向树得更牢、任务落得更实。各级必须以强烈忧

患意识抓备战打仗，对“和平积习”来一个大起底、大扫除，切实把战斗队思想立

起来，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带领部队把练兵备战各项任务完成好，切实以能打

仗、打胜仗能力的大幅提升，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和期望。 （作者单位：9273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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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雷

达站官兵在-30℃的严寒中认真维

护雷达、巡检线路，确保装备时刻处

于良好状态。 郝茂金摄

本报讯 张懋瑄、特约记者周启青
报道：近日，南海舰队组织师旅级以上
指挥员集训，舰队党委常委、下属师
旅级以上单位指挥员全程参训。军委
指导组以及来自南部战区、战略支援
部队和院校的领导专家现场指导，百
余名将校军官共聚一堂，探求打赢制
胜之道。

此次集训是该舰队贯彻落实习主席
训令的具体举措，旨在聚焦“五个不
会”，提高各级指挥员谋战研战水平。
集训包括实兵拉动、理论研讨、编组作
业等模块。在实兵拉动环节，他们设置
了潜艇夜间紧急出动、舰艇飞机紧急出
动、背靠背侦察预警演练等实战化课
目。同时，他们还组织一线作战部队师

以上指挥员，自主开展问题研究、自己
进行指挥作业、自由阐述行动构想。

在研讨交流时，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被当场指出，集训中暴露出的能力素质
短板也被一一点出。集训结束后，参训
的各级指挥员纷纷表示，此次集训帮他
们找准了问题和差距，明确了下一步强
化备战打仗工作的思路举措。

南海舰队组织师旅级以上指挥员集训

将校指挥员共聚一堂谋战研战

（上接第一版）

组织“身边的微腐败”漫画展，在营
区显著位置设置廉政文化灯箱牌……
连日来，第 72集团军某旅“强化政治意
识、严守党纪党规”集中教育与新年开
训同步展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
败问题。”该旅纪委领导谈到，坚决夺取
反腐败斗争胜利，是推进党和军队事业
发展的政治要求，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
现。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党委在学习讨
论中进一步坚定信念、凝聚共识：强化
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

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
晏河清、朗朗乾坤。

南国密林，地下龙宫，火箭军某旅一
场实战化发射流程抽点考核正紧锣密鼓
进行。该旅纪检干事魏波和基层风气监
督员徐鹏飞手持秒表卡节点，紧盯标准
查疏漏，确保战斗力不掺“水分”。香江
之畔，正在参加实战化训练的驻香港部
队某旅组织纪检干部对照讲话精神强化
使命意识、逐条拉单列表。北部战区陆
军某海防旅、第 78集团军某旅、第 80集
团军某旅纪委成员说，执纪者必先守纪，
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是党内

守林护林的“啄木鸟”，必须以坚如磐石
的决心意志落实习主席“忠诚坚定、担当
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指示要求，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
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本报记者黄超、杜康，通讯员向

勇、张强、侯玮、司小冬、刘想、汪俊峰、

高思峰、李佳豪、马艺训、何孝林、唐嘉、

孙连伟、唐家军、王柯鳗、宁学鹏、林彤、

唐昊哲、孔运河、王迪、阎绍川、王正康、

徐涛、陈陟、于航、蔡志强、杨贵良、刘金

汉、孙小龙、谢贵杨、高旭尧、赵欣、曹志

国采写）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陆 军

第82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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