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一连”连史馆里，陈列着两面旗帜——
“百战百胜”“英勇连”，向人们述说着那烽火连天
的岁月里，连队先辈南征北战、奋勇杀敌的辉煌
战史。

岁月的沉淀让战旗愈发火红，时光的磨砺让
本色愈加彰显。走过 91年风雨征程，能攻善守、
敢打硬拼的制胜基因一直流淌在一代代“红一
连”官兵血脉中，焕发出无穷的力量。走在新时
代的强军路上，“红一连”官兵不断锤炼打仗本
领，时刻保持备战状态。近5年来，连队圆满完成
4次实兵对抗演习、2次国际维和任务、6次抢险
救灾任务，41 人次在旅以上比武竞赛中摘金夺
银，锻造出敢于冲锋陷阵、敢于战胜强敌的尖刀
利刃。

辉煌属于过去，荣誉靠“争”不靠“保”

转型变革只争朝夕

“枪上有了瞄准镜，打起靶来咋还变难了？”
今年初，“红一连”配发了狙击枪，编配了狙

击手。然而，配发后的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平
均每5发弹只命中两发。
“我们‘红一连’只有勇站排头、勇挑重担，才

不愧对这个‘红’字！”困难面前，连队党支部决心
成立攻关小组，啃下这块硬骨头。
“传统步枪射击的呼吸方式和击发节奏，不

适合狙击枪射击，不能用老办法练习新武器！”他
们找来教材，请来专家和射击骨干，对狙击枪射
击关键环节逐个分解，一番研究探索，终于发现
了症结所在。

为了掌握新呼吸方法，他们用脸盆装满水，

把头埋进水里练习控制呼吸节奏；为了增加射击
难度，他们专挑恶劣天气打实弹，还用音响、烟雾
等模拟战场环境……今年 3月，在旅建制连比武
中，连队勇夺“狙击枪射击”课目第一名。

勇立改革潮头，争当转型先锋。旅长杨金龙
告诉记者，新大纲颁发后，“红一连”把新增的数
十个险难课目作为训练重点，专攻精练，补齐短
板。目前，全连乘员专业技术等级率达 90%以
上。

一次合成营进攻演练，二排长王雷带领全排
进行火力支援。由于编制调整后全排步战车数
量发生了改变，习惯了传统战术队形的他们，对
新编制条件下的战术运用不够熟练，导致一辆步
战车被“敌”摧毁，败走麦城。

二排的遭遇令连队党支部深思：新编制下，
合成部队兵力配属增加、专业增多，亟需加紧研
究，最大限度释放战场效能。

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红一连”知耻后
勇，打出一套“组合拳”：组织“从机步到合成，怎
么看、怎么干”大讨论，进行新编制战训法研究，
开展分级分层训练……经过一番探索，连队总结
出装甲步兵连合成作战编组模式和多种新战法
训法，被上级推广。

实战呼唤实训，积弊需“查”更需“除”

练兵备战心无旁骛

“夜训有时用体能训练代替，走了过场”“步
枪射击和手雷实投分开组织，贴近实战不
够”……

今年5月，“红一连”党支部议训会上，面对支
委们不留情面的批评，书记、副书记如坐针毡。
会后，梳理的问题、整改的措施很快就发到班排，

征求意见。
越是贴近战场，纠治和平积弊越感紧迫。海

外维和获得的实战经验，让“红一连”官兵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平时过硬不算硬，战场打赢才是硬。

过去，连队组织火箭筒射击训练，习惯安排
干部骨干为射手领弹、装弹、排除故障，射手只需
瞄准击发。从维和战场归来的班长陈波向连队
提出：“火箭筒要时刻保持一触即发，做到抬手打
开保险，几秒钟就做好战斗准备。”
“不改变与实战不相符的做法，考核成绩再

好，上了战场也要吃亏！”党支部研究决定，以后火
箭筒实弹射击，射手独立完成！

实战标准落下去，打仗本领强起来。对于基
层连队而言，破除和平积弊，就是要从细节抓起。
“掩体深度差了几厘米，再挖！”
去年夏天，某战术训练场，连队组织“构筑卧

姿单人掩体”训练。连长周光魁手拿皮尺，逐个
掩体量尺寸，当测到战士陈天温挖的掩体时，发
现掩体深度比规定浅了一点。
“这土质太硬了。”汗流浃背的陈天温有点不

在乎，“就浅了一点点，没必要太较真吧？”
“打起仗来，这一点点可能就会致命！”周光

魁语调严厉，“平时训练不严格，上了战场会丢
命！”

在他的组织下，不达标的掩体返工深挖，直
到达标为止。
（下转第二版）

勇 立 强 军 潮 头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纪实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王会甫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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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第72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组织无人机分队高强度训练，采取

临机受领任务、连贯实施作业等方式，锤炼新型作战力量侦察能力。图为无人机

发射升空。 李 磊摄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党的政治建
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
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
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深入学
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要强化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工作的政治担当，指导督促部委党组
（党委）认真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形成强大合力，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
事业新局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推进
会 1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书记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带头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做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
机关”。要彰显政治统领，坚持问题导
向，融入业务工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
责任落实，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还对做好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期间思想政治工作等
作出安排部署。

会上，8个部委党组（党委）负责同
志作了交流发言，12个单位进行书面交
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书
记、常务（专职）副书记和机关纪委书记
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带 头 维 护 党 中 央 权 威 和 集 中 统 一 领 导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 12日宣布：应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总统哈利法、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
萨勒、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卡加梅、南非共
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 7月 19日至 24日对上述四国进行
国事访问。

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7月 25日至 27日
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在结束对上述四国国事访问并出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回国途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
友好访问。

习 近 平 将 对 阿 联 酋 、塞 内 加 尔 、卢 旺 达
和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的基层组
织任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全

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规定：“党的
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每届任期三年至五年。”为贯彻落实党章
规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
制度，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现提出如
下意见。

一、党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一般

为 5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每届任期一般为 3年，其中，村和社区党
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
届任期为5年。

本意见印发前已换届的党的基层组
织，原则上从本届任期届满后，开始执行
上述规定。

二、党的基层组织应严格执行任期
制度，任期届满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
需延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应报上级
党的委员会批准，延长或提前期限一般
不超过1年。

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

组）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党
的基层组织任期调整统一规范、平稳衔
接。根据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
权限，上级党组织要切实负起责任，认
真做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调整配备
等相关换届准备工作，及时提醒督促按
期换届。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由中央军
委规定。

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
他有关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规定，凡与
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

中办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

本报讯 记者钱晓虎、通讯员付海
峰报道：重型合成旅体系作战能力怎样
提升，训练场地建设如何紧贴实战训练
需要……近日，一场思想交锋在陆军步
兵学院展开，与会专家围绕 12个类型陆
军部队体系建设方案与资源配置标准集
智攻关，逐领域逐项目研究相关方案，为
成体系打造新型陆军标杆部队探索方法
路子。

今年以来，陆军从战区陆军、新疆军
区、西藏军区和直属单位中遴选了空中
突击、陆航、特种作战、电子对抗等不同
类型部队开展试点。试点充分吸收军地

建设管理的成熟经验，着眼备战打仗要
求重构资源配置标准，基于陆军大数据
实施精准化管控，重点围绕思想政治、作
战理论、军事训练、综合保障等 8 个领
域，按照标准化理念、体系化思维、流程
化方法、矩阵化管理展开各项建设，综合
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提高建设精准
度和效费比。

在某海防旅，记者看到，他们依据
作战能力需求确定建设标准、制订建设
方案。建设方案按照作战需求论证、建
设需求分析、方案拟制、路线图推进的
步骤，拉单列项，力争每条标准都基于

提高实战能力，每个项目都融入部队
体系设计，每项任务都有具体单位具
体人员负责，每个环节都有标准作业
流程。

陆军参谋部领导介绍，这次试点任
务是陆军改革重塑后适应联合作战、全
域作战要求，打造精锐陆战力量的重要
抓手，是畅通军种战略管理链路、改进陆
军建设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任务展开
以来，先后多次组织对接会审和部队调
研，论证形成 40余项研究成果，为全面
推开各项建设、探索转型方法路子奠定
了基础。

陆军成体系打造12类精锐力量加速转型

为激励官兵主动担当作为，许多单

位建立了容错机制，有效调动了大家干

事创业的活力动力。同时，党员干部也

应谨记：容错有前提，红线不可触，容错

并非“松绑”。

改革强军的路上难免磕磕碰碰，有

探索就会有风险，有尝试就会有失败。

建立容错机制，是宽容失误，决不是纵

容犯错误。只有坚守纪律红线、法律底

线，宽容失误才不偏向、不离谱。

现实生活中，却有少数党员干部把

先行先试的失误错误与明知故犯的违规

违纪混淆起来，把推动改革发展过程中

探索性过失与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

的错误行为混淆起来，拿“缺乏经验”和

“探索试验”当借口，幻想“宽容过错”，希

望“违纪无事”。这必然与容错机制的精

神背离，与激励担当的目标相悖。

好的机制关键在于使用好。不钻制

度的空子，才能形成好的导向。如果给

纪律“松绑”，就很难保证人人干净干事，

也谈不上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容错并非“松绑”
■杨炎辉

本报南昌7月10日电 特约记者
谢析搏、记者马超报道：9日，为期 5天的
武警部队贯彻落实新条令集训在江西
南昌展开。两百余名将校军官结合武
警部队调整改革实际，围绕提高运用新
条令谋划和指导部队能力，推动部队正
规化建设升级，为武警部队贯彻落实新
条令和破解正规化建设难题树立导向、
明确标准。

新一代共同条令发布后，全军和武
警部队闻令而动，迅速部署展开贯彻落
实新条令活动。武警部队组织此次集
训，既是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实
际行动，更是破解当前管理领域矛盾问
题的迫切需要。
“新条令最重要的一个亮点，是将

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条令，以军队基本
法规的形式固化下来，为全面从严治

军、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
导和基本遵循。”参训学员针对新条令
修改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在深化理解中
进一步强化学习效果。

武警部队参谋部部队管理局领导
介绍说，此次集训在课程安排上，邀请
全军参与新条令修订的专家授课宣讲，
逐条逐句解读，安排正规化建设观摩等
课目；在效果验收上，纪委全程介入，组
织新条令摸底和结业综合考试，参训人
员逐一过关，力求用严实作风学好新条
令，推动部队正规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武警部队党委坚持系统部署推进
基层正规化建设，对新体制下贯彻落实
新条令作出全面规范，基层建设质量有
效提升。今年以来，武警官兵先后圆满
完成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等重大活动的安保任务。

武警部队紧贴调整改革组织新条令集训

用新条令助推正规化建设升级

“鹰眼”从大漠升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