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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未来战争，一条信息也可能影响整
个战争的走向。动员准备“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如何才能为指挥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吉林省国防动员委员会领导感到，
想要战时实现快速动员，就必须从“精
准”中寻求突破，做到潜力数据精准、对
接需求精准、预征预储精准、动员实施精
准。为此，他们研究制定《吉林省国防动
员建设“十三五”规划》，明确建设目标、
建设任务和保障措施。翻阅这份规划记
者看到，他们对“十三五”期间吉林省国

防动员建设的 45项重点任务的牵头单
位、参加单位、完成时限作了细化规定。
比如在拓展新型领域动员建设一项，提
出由省军区战备建设局牵头、省军区动
员局、政治工作局、省工信厅、公安厅、通
信管理局等单位参加，按照信息主导、互
补建设、体系配套的原则，军民统筹大力
发展无人侦察、遥感侦测、频谱管控、网
络攻防、网络运维和应急抢险等新型动
员力量。

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国防动员潜
力，是确保有效履行支援保障军队作战

任务的基础。据此，他们依据国防法、国
防动员法等法规，制定《吉林省国防动员
潜力统计调查规定》，要求各市（州）对辖
区动员潜力进行精准调查、精确统计，重
新梳理核实兵员潜力、网络通信动员潜
力、装备动员潜力等底数。

记者在白山市采访时了解到，他们
经过精准调查，汇编《白山市重点企业名
录》《白山市国防动员重点潜力资源手
册》，并形成《白山市国防动员潜力评估
报告》，结合辖区国防动员潜力和能力现
状，编制国防动员支前保障方案及配套

计划，基本达到任务对接精准、保障准备
精细的预期目标。

省国动委还要求各市（州）实地摸
清辖区内交通干线、大型桥梁、重要目
标等数量分布，精确测算人装物运等方
面的动员需求，逐步健全完善动员数据
库，切实搞清“能够动员什么、需要动员
什么、如何进行动员”等根本问题，做好
储备预征，确保物资储备适度，协议预
征到位。

为确保国防动员保障方案和各类应
急方案实现有效衔接，他们规范动员对
象使用的入伍（征用）通知书、登记表，以
及转隶交接时使用的各类表格、表册等
手续材料，组织各职能办公室进行国防
动员业务训练和方案推演，筹划国防动
员军地联合指挥演练，明确平战转换方
式、战时指挥关系、保障渠道等重难点问
题，确保应急准备有据可依、高效指挥、
精准保障。

知道“怎么干”—
由概略瞄准到精准动员，反映的不仅是动员能力的提升，更是对国防动员发

展方向的明确

国防动员，是将国防潜力转化为

国防实力的桥梁，是国防建设的重要

内容。国防动员建设的成效，事关国

家安全与发展，事关未来战争胜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从国家安全

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对国防动员建

设作出一系列具有深刻历史意蕴、深

远战略考量的决策指示，为国防动员

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这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国防

动员系统实现了革命性重塑。国防动

员的组织领导实现由分到统、由散到

聚、由合到融的整体转型，上下贯通、

平战衔接、军地互联、分工协作的国防

动员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完善，党管

武装、应战应急、服务三军、融合协调

的特色更加鲜明、体系更加科学、功能

更加完备。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各级国防

动员委员会作为平时组织国防动员

建设的议事协调部门、战时领导指

挥国防动员的主管职权机构，地位

突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强

化主体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坚持主

业主抓。

“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是习主席

反复强调的重要工作思路和方法。着

眼推进国防动员组织领导体制机制战

略转型，各级必须从明确职责分工、理

顺工作关系、规范工作制度入手，全面

规范国防动员委员会组织领导机构建

设，建立健全“党委政府主导、军事机

关牵头、职能部门落实”的工作运行机

制，全面厘清新体制下军地各部门职

责，推动国动委工作运行走向精细化、

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知责还须尽责。按照新的工作运

行规则，要自上而下逐级完善国动委

和职能办公室机构设置，落实人员编

配，落实合署办公，严格实行计划、会

议、文件办理、请示报告等制度。综合

办公室主动肩负起牵头、协调、联系和

服务的重要职能，巩固阵地、开展工

作、扩大影响；各职能办公室及时通报

情况，注重沟通交流，加强协调配合，

搞好横向、纵向衔接。只有军地各部

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做到思想上合

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确保责

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才能推

动国防动员工作落细落实。

行百里者半九十，国防动员组织

领导体制改革只是体系重塑的第一

步，新时代国防动员组织形态的完善

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这就要求全体国

防动员人必须紧紧围绕改革强军目

标，按照“完善国防动员体系”战略部

署，聚焦国防动员主责主业，乘势而

上、顺势而为，用创新思维破解国防动

员事业中遇到的瓶颈问题、焦点难题，

以强烈的责任担当“爬坡过坎、翻山涉

水”，全力推动国防动员建设发展迈上

新台阶，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

大力量。

切
实
推
动
国
防
动
员
工
作
落
细
落
实

■
苗
雨
丰

初夏 6月，辽宁省辽阳市军地
联合组织的一场近似实战条件下的
国防动员指挥演练拉开帷幕。与以
往不同的是，市县（区）两级国防动
员委员会成员单位领导全部披挂上
阵，先后演练平战转换、人民防空、
保障主力军团机动等课目。辽阳军
分区司令员、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副
主任高勇介绍说，这次演练初步探
索军地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
障的程序、方法和路子，进一步明确
国动委各成员单位在动员支前行动
中的职能任务。

进入指挥所，“指挥控制中心”
“情报部门”“通信部门”“动员部门”
“应急维稳部门”“政治工作部门”
“保障部门”等牌子映入眼帘。置身
指挥控制中心，只见一块 LED电子
屏上，清楚地显示出部分应急力量
参演的情况。四周悬挂的动员潜力
分布图，全市政治动员、装备动员等
潜在力量一目了然……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推进，
国防动员系统的主责主业更加明
确。高勇告诉记者，去年以来，他
们依据国防动员委员会职责，根据
战时国防动员任务实际，从编实战
时指挥机构、定实战时指挥程序、
搞实平时指挥演练抓起，强化战时
国防动员委员会对国防动员任务
的组织指挥意识，提高组织指挥能
力，进一步压实各级国动委的具体
责任。

在指挥中心，带着“总指挥员”
臂章的市委书记、国防动员委员会
第一主任王凤波正在听取各部门意
见，研究定下行动决心。记者采访
感受到，“编训一致、战训一致、研训
一致、制度规范”，是该市抓国防动
员工作的鲜明特点。他们按照指挥
机构要素编组和席位确定方案，让
国动委成员单位全员参加演练，雷
打不动地到位作业；按照指挥场所
实际位置、指挥设备实际功能和战
时动员实际情况，以各自身份练指
挥，一丝不苟地落实训练；按照职能
要求和备战规律，制定演练计划方
案、确定演练考核标准、明确演练落
实责任。

演练结束，王凤波深有感触地
说：“新一代国防动员人履行国防动
员使命，就必须把战时国防动员指
挥机构编实、把战时国防动员指挥
程序定实、把平时国防动员指挥演
练搞实，使国防动员机构的职责实
起来、责任重起来、能力强起来。”

动
员
演
练成员

单
位
领
导
告
别
观
众
席

■
来
新
年

中
国
国
防
报
记
者

乔
振
友

兼职不是虚职 知责更须尽责
—吉林省健全完善国防动员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新闻调查

■田 野 张 恺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作战行动即将展开，各级各部门
要落实责任，以兵员动员、保交护路、
要地防空、过境部队保障、装备物资保
障为重点，预判情况、预想任务、预做
准备……”前不久，吉林省组织一场动
员支前演练。随着演练进程的推进，记
者看到，人民防空办公室、交通战备办
公室、经济动员办公室等国防动员委
员会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闻令而动，圆

满完成演练任务。
征尘未洗鼓又催。演练结束，一位

地方领导深有感触地说：“通过演练，让
我们这些在国防动员委员会担任领导职
务的人，熟悉了战位，明确了职责，更加
深刻感受到使命的光荣与神圣。”

时针拨回到 2017 年年初，吉林省
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工作组在对某
市国防动员工作调研时遭遇尴尬的一

幕：一位国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工
作人员不仅说不出国防动员委员会成
员单位有哪些，甚至连自身职责有哪些
都表述不清。随着调研的进行，他们发
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有的市（州）已
经近 10年没有对国防动员委员会领导
成员进行调整，名单里的许多领导早已
不在其位。

知责定位才能各司其职。基于这

一认识，吉林省军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动员法》和《吉林省国防动员
委员会工作规则》，根据省军区编制体
制调整改革及地方人事变动，对省国防
动员委员会领导成员进行调整，明确各
级领导及委员的职务，下发《关于调整
吉林省国防动员委员会领导成员的通
知》，制定《国防动员委员会运行办法》，
所属各市（州）按照省里的要求，也进行
相应调整。

领导机构调整完毕，省委书记、省
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一主任巴音朝鲁主
持召开会议，要求国动委领导成员对照
《国防动员委员会运行办法》，找到自己
的位置，把提升国防动员应急应战能力
作为分内职责来抓，出现问题严肃问责
追责。

认清“我是谁”—
由观众席到指挥席，反映的不仅仅是角色的转变，更是国防动员人职能使命

的重新定位

采访中，省军区动员局局长王亚平
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四平军分区任司
令员时的一段经历。2016 年，上级组
织实兵演练，命令该军分区抽调一支民
兵卫生救护分队参加。但在实际演练
过程中，上级并没有赋予这个分队具体
任务，而是让他们自导自演，导致分队
没能进入情况。

这是实战化演练中发生的一幕，而
平时的情况又如何？为了充分发挥战时
动员效能，上级要求该军分区组建一支
民兵高炮分队，与某炮兵团挂钩带训，战
时配属该团行动。而当负责组建该分队
的某人武部领导找到该团时，该团却以

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为由拒绝与分队联
训。后经多方协调，才展开联训。
“没有政策法规作依据，靠感情维

系协调，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远。”吉林
省军地领导意识到，动员准备扎实推进，
需要军地有关部门同步发力，要让工作
人员知道该干什么、干到什么标准，这就
必须用制度规范来进行明确和约束，做
到顶层有纲、全面有目、系统有规、节点
有责。

为此，他们规范国防动员“一委八
办”正规化建设，制定《吉林省国防动员
委员会工作规则》，明确国动委机构设
置、人员组成和各自职责。

“综合办公室设在省军区动员局，实
行军地合署办公……编配 4名工作人员
（省政府、省军区各编配 2人）”“人民武
装办公室主要职责：组织起草地方性武
装力量动员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
记者翻阅工作规则发现，文件对国防动
员委员会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各办公
室的主要职责进行细化，同时建立计划
制度、会议制度、文件审批及办理制度、
请示报告及联系制度、动员潜力与需求
统计调查制度等 7项制度。在此规则的
基础上，他们又出台《吉林省国防动员委
员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对省委组织
部、省委宣传部、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34个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工作职
责进行明确。4月初，记者在吉林省军区
采访时，正赶上吉林省国防动员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省军区领导告诉
记者，从今年开始，这样的办公室主任会
议每季度召开一次，8个办公室主任定期
向国防动员委员会汇报工作。

省国动委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苗
雨丰感慨地说：“以前国动委组织开会，
都得省军区或者军分区领导出面邀请
地方有关领导参加，通过系统规范，国
动委合署办公、定期会商等制度得到较
好落实，推进了从协调性融合向机制性
融合的转变。”

白山军分区司令员陈澄告诉记者：
“过去搞国防动员潜力调查，都是军分
区到地方各局办去求人提供情况。现
在我作为国动委副主任给他们布置任
务、限期完成，地方有关局办都主动找
我们帮忙指导，关系理顺了，工作效率
也高了，今年提前半个月完成国防动员
潜力调查。”

明确“干什么”—
由靠感情协调到靠制度办事，反映的不单单是形式的变化，更是国防动员人

思想观念的重塑

6月上旬，吉林省松原市军地联合开展抗震救灾演练。近年来，吉林省国防动员委员会每年定期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实战化演练，着力提升动员支前能力。

田 野摄

国防动员是把国防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战略工程，是全面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作为国防动员的议事协
调机构，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横跨军地，涵盖党、政、军、民各个方
面，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区域的国防动员工作，可谓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党的十九大作出“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国
防动员建设指明了方向。去年以来，吉林省军地下大力解决各级
国防动员委员会协调不够顺畅、机构不够健全、职责分工不够明
确和“剃头挑子一头热”等问题，确保国防动员工作得以有效贯彻
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