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道是，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

路。对于地方军民融合实践来说，这样

的路也许走不通。

为啥这样说？

且不说别人的鞋是草鞋、布鞋、皮

鞋、高跟鞋，种类有所不同，就是尺码大

小也是各异。穿别人的鞋上路，很多时

候不是磨破了脚，就是弄坏了鞋。

从国家战略到地方实践，军民融合

这一国家战略要落地，不能“光脚”，需

要穿合脚的“鞋子”。近年来，各地在军

民融合发展实践中取得不少成就，涌现

出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譬如北京中

关村、四川绵阳等地的探索就走在了全

国前列，其他地区纷纷前来“取经”学

习。但这些别人的“鞋子”，多大尺码，

合不合适，还是要根据脚的大小和脚下

的土地来审慎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突出的问题是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不仅成为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

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各地的军

民融合实践。一个鲜明对照是各地的军

民融合产业园：有的地方通过选商引资，

腾笼换鸟，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红红火火；

有的地方则招商引资，筑巢引凤，为一方

热土注入发展动能；而有的地方，产业园

开园后，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大门生了

锈，园里长了草，发展撂了荒。为啥大家

都叫产业园，差距这么大？追问这种冰

火多重天的现象，引人深思：各地条件不

一，资源禀赋各异，军民融合落地的“鞋

子”也不尽相同。那些撂荒的产业园，实

际上就是没找到合脚的“鞋子”。

鞋子合不合脚，冷暖几何，只有自

己穿上了才知道。由于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各地推进军民融合的条件存在先

天差异，如何找到合脚的“鞋子”，需要

各地在后天的探索实践中，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用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实践来

回答。

东北地区一位省委主要领导曾说

过，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所在，既要善于

有中生新，又要善于无中生有。同样的

理儿，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为开创性的

伟大事业，也需要“在‘新’字上求突

破”，呼唤我们做好“有中生新”和“无中

生有”两篇大文章。

具体说来，条件优越的地区，要

实现“有中生新”。这些地区往往产

业基础好，经济“底子”厚实，军民融

合落地手段多，主动性强。“有中生

新”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常换“新

鞋”，做足“腾挪”功夫，把“落后产能”

腾出去，为“高精尖”产业挪出地儿，

立足优势、创新引领，拓展军民融合

发展新空间。

而基础薄弱的地区，要做到“无中

生有”。特别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

的军民融合实践，亟待破题。这些地

区，资源要素所限，没有现成模式可借

鉴，找到合脚的“鞋子”更难，缺乏推进

军民融合的原动力。对于推动军民融

合存在“坐等观望”“雾里看花”和畏难

情绪。真正的军民融合“坐等”不来，如

何从“无”变成“有”？强化国家主导，认

识及时纠偏，实践及时补位。眼光不能

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必须跳出家乡的

山山水水。主动走出去，对接外部资

源。在国家、区域、省市的战略版图中，

找准自己的位置，谋划融合的方向，在

多维空间实现更深融合，更大空间促进

更大发展。

近期地方两会，各地党政一把手

大都在谈话中涉及“军民融合”，再加

上此前，各省相继设立军民融合发展

领导机构，省委书记们亲自挂帅，形

成了“一把手抓融合”的良好局面。

利好消息叠加，令人对今年地方军民

融合发展实践充满想象空间。往前

迈的步子已经抬了起来，怎么落地很

重要。实践证明，在军民融合发展

中，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可能会

走弯路，绕远路，只有穿自己的鞋，走

自己的路，才能走得长远，行得稳

当。真诚期盼各地都找到合脚的落

地“鞋子”，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融合

新路。

穿自己的鞋 走自己的路
■中国国防报记者 魏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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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引领融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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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周年
纪念大会活动期间，中央代表团与自治区党委协
商提出，军队后勤对新疆发展服装产业带动就业
战略给予大力支持。

经过两年多探索实践，这项惠及军地双方的
双拥举措已经开花结果：军队援疆被装物资，每生
产 1亿元可直接带动近万名群众就业。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领导感慨地表示，军民融合+精准扶贫这
一创新实践模式在新疆的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
效，双拥工作功不可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放眼全国各地，这样积极主动的探索实践，在双拥

工作中有序展开，正在遍地开花。
2017 年 5月 16日，吉林省首家战备级大数据

灾备中心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全国首家利
用人防工程建设的战备级大数据灾备中心。

建设过程中，人防部门积极努力，各级双拥办
大力协调，大产业“住”进人防工程，充分发挥了人
防工程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职能使
命。吉林省委主要领导称赞，把“闲置”的人防工
程利用起来，满足了安全需要，更带动相关产业转
型升级，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从战略看方略，“创新”是个大举措，双拥工作
与军民融合相结合的“破题”文章做不完。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就发展方式而言，
国家战略包括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科教兴
国和人才强国等；就发展目标而言，国家战略包括
精准扶贫、健康中国、新型城镇化等；就区域发展
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东北振
兴等也都属于国家战略……积极投身国家战略的
全面贯彻实施，新时代已经向我们发出庄严召
唤：军民怎样深度融合？双拥如何精准跟进？

④从战略看方略：

“创新”是个大举措

在国家战略与政治优势的交会坐标上
—新时代双拥工作如何助力军民深度融合

■中国国防报记者 魏宏涛 本报记者 董 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

根本政治保证。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全面加强党对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军民融合发展的各领域

全过程。

春节前后，记者围绕这一宏大主题展开调研，愈发感到：双

拥工作作为我党我军的特有政治优势，以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

团结为主旨，在新时代军民融合过程中，恰逢其时，大有可为。

走进武警上海总队第九支队作战指挥中心，
值班席上电脑一字排开，崭新的超大屏幕可同时
显示交通、天气、水文等信息，首长机关处置任务
可据此及时作出各种决策命令。

这是 2017年 5月新启用的作战指挥中心。支
队领导介绍，改造过程中，浦东新区有关科技专家
及时提出建议，改造经费节省 5万余元，指挥中心
功能却增加了8种。
“这是军民融合吗？”也许有人要问。其实，与

其在性质上纠缠“是与不是”，不如在效果上看“行
与不行”。

从行业拥军看，这无疑是科技拥军的新成
果。从军民融合看，这又是经常发生在广大军民
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融合实践。

“双拥工作当然不能与军民融合简单画等号，既
不能理解‘窄’了，也不能理解‘低’了。”一位老双拥
这样表示。

行进在中国大地上，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崭新气象，我们对此有了更多新感悟：很多时候，
双拥工作又是与军民融合实践水乳交融、彼此契合的。

放眼全国，从南国椰岛到北部边陲，从东海之
滨到雪域高原，许多地方科技拥军大河奔涌，行业
拥军风生水起。

什么是军民融合？双拥工作能做些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

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新时代的军民融合，
有着三重定位的科学坐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国家战略和基本方略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从定位看站位，许多在双拥工作一线辛勤耕
耘的人们表示，把握了这样三重定位，双拥工作方
向更加明确，新时代双拥究竟该干些什么、怎么
干，心中更有数了。

①从定位看站位：

“全民”是个大优势

2017年7月，战略支援部队与地方9个单位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培养新型作战力量高端人才
工程随之启动“按键”。地方9个签约单位地处全国
不同地域，其中包括6所知名高校和3家军工企业。

十九大报告提出，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
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事组织形态现代化、
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 2035年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
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此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民融
合的顶层设计中早已明确：到 2020年，基本形成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
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

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
国防动员体系。六大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双拥工
作可谓恰逢其时。

高端军事人才培养的一系列探索实践给人以
启示：从体系看体现，“参与”是个硬道理。

放眼更宏观的主体层面，军民深度融合的组
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三大体
系稳步构建，也是同样的道理：接地气、有根基的
双拥工作大有可为。

令人欣喜的是，以双拥工作为载体和纽带，军
民融合以“水到渠成”之势迈开了鼓舞人心的大步
子，广大军民直接从中受益。

在浙江舟山，首批 2500名基层部队官兵领到
了市民卡。从今年 1月起，可以持卡享受跟当地居
民一样的城市生活服务。

在中原，全国首个军民融合式应急投送保障基地、
全军副食品后勤保障动员中心等一大批融合发展项
目落户运行，在建的军民结合产业园区已达30多个。
“戎装市民”与“基地化保障”，不正是“军民一

体化”的生动写照吗？

②从体系看体现：

“参与”是个硬道理

一座外观近似海螺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外
形如行云流水般动感流畅，晴空下熠熠生辉。这
就是秦皇岛人引以为傲的秦皇岛国际展览中心。
2017年八一建军节前，再添一座新地标：军界·秦
皇岛军事科学教育VR基地。

置身其间，坐上“4D舰载机”，从航母上呼啸而
起，去打击来犯之敌；不上太空，就可进入“天宫”
赏月；不下海底，即可潜入“蛟龙”探海……这座
VR 基地由一批转业复退军人为主体创办运营。
秦皇岛市双拥办领导介绍，它以“两弹一星+海陆
空天电+军民融合+城市地标”为主题内容，构成一
个大型国防教育、科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互动
体验馆。

宏观数据显示，2017年全军选择“复员”的干

部总量达 1900多人。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下发通知，指导各地对符合安置条件退役士兵
全面开展“订单”“定向”“定岗”教育培训。

创业带动就业，是当今时代一个突出特点。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
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

就业创业，作为双拥工作与军民融合的一个
交叉融汇区，注定大有文章可做。

军民融合重点领域，既有传统行业又有新兴
领域，既能深耕细作又能冒尖突破。

军界·秦皇岛军事科学教育 VR 基地倍受关
注、倍受青睐，给人以启示：新兴领域作为就业创
业一个重要增长点，军民融合直接惠及广大军民，
双拥工作理应积极主动跟进。

引导转业复退军人积极投身军民融合实践，
既在国防动员、人才培养等传统领域“深耕”，
又在海洋、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细
作”，可望实现一举三得：快速弥补社会人才缺
口，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优势，有效提升军民融合
质量效益。

③从共享看共建：

“创业”是个好思路

针对老旧装备存在的不足，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和地方单位联
合，发挥军地双方优势，准确分析论
证部队装备需求，利用信息化技术手
段，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飞论证和苛刻
的环境试验，研发出名为“飞行电子
夹板”的便携式智能终端，替代了过
去费时费力的手工地图作业、手工计
算数据、纸质检查单。

飞行员们普遍反映，“飞行电子夹
板”大大缩短了任务准备时间，确保
快速反应、快速出动，大大提升了应

急支援作战部队的战斗力。据悉，为
适应新形势下不同训练、作战需求，
军地双方还将不断对“电子夹板”进
行更新和升级。

新“夹板”助力旧装备
■杨庆广 庞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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