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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万人受灾，2.3万间房屋倒

塌，百余万公顷农作物受损……7月以

来，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已有27

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受灾地区的情势，

牵动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

习主席对当前汛情高度重视并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全力组织开展抢险救灾

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

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最大程度降低灾

害损失。要求国家相关部门，统筹协

调各方力量和资源，指导地方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严防各类灾害和次生灾

害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

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洪

涝灾害发生以来，解放军、武警部队官

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闻令而动，迅疾投

入抢险救灾工作。武警阿坝支队官兵

冒着大雨连夜加固受损堤坝，成都警备

区全力参与转移受灾群众，新疆塔城军

分区积极疏散群众、排水清淤、抢修道

路……子弟兵冲锋在前、敢打硬仗，不

怕牺牲、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地方党委

和政府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为

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真正做

到危险面前冲得上、关键时刻顶得住，

充分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抢险救灾，是战场也是考场。每

一次迎难而上的出征，都是人民军队

本色的生动展现；每一次舍生忘死的

救援，都是人民军队宗旨的忠实践

行。在近年来的抗洪抢险战斗中，因

饥饿晕倒的炊事班长安德华、被洪流

吞没的下士班长刘景泰，还有“最美睡

姿”“最美大脚”“最美逆行”“最美潜

游”……让人民群众看到子弟兵的风

采。“解放军来了人心定。”人民军队不

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不愧为抢险救灾

的中流砥柱。

当前，正值洪涝、台风等自然灾

害多发季节，全国大江大河相继进入

主汛期，防汛救灾任务非常艰巨。广

大官兵一定要牢记习主席的殷切嘱

托，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哪里灾情最严重，就战斗在哪里，

哪里群众最需要，就冲锋在哪里，始

终保持昂扬的士气、严明的纪律和一

流的战斗力。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

的部队，既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

战的作风，又要加强同地方的协调配

合，共同筑牢抢险救灾的铜墙铁壁。

有关部队要根据汛情的变化，积极做

好人员、物资、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厉

兵秣马，严阵以待，确保一声令下、迅

即行动。

天有无情灾，人有回天力。我们

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有综合国力的强大支

撑，有应对灾难的丰富经验，有军民一

心的磅礴力量，我们一定能够夺取防

汛抢险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

全力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 7 月 18 日
晚，甘肃省部分市州因强降雨引发严重
洪涝灾害，造成多地农作物受灾、多处道
路塌方受损、部分乡镇电力中断、山体滑
坡塌方、房屋倒塌等灾害险情。当地武
警官兵和民兵闻令而动，快速投入抗洪
抢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日凌晨，接到地方汛情通报和上
级命令后，武警甘肃总队连夜召开作战
会议，通报灾情，明确任务，安排部署救
灾工作。该总队临夏支队第一时间启
动抢险救援预案，150名官兵在支队长
陈东伟带领下，携带铁锹、十字镐、救生
衣、救生绳等救援器材，火速赶往重灾
区广河县三甲集镇和东乡族自治县达

板镇果园村、黑牙坪村，转移被困群众、
搜救人员，清淤排水、抢修道路，帮助群
众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灾情发生后，临夏军分区迅速启动
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军分区司令员盖立
民立即赶往灾情最重的东乡族自治县，
现场指挥民兵抢险救灾。东乡族自治
县出动基干民兵 45 人，携带抢险救灾
工具，逐户排查受灾情况，转移受灾群
众。广河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分队，
前往受灾地区清理街道和房屋。截至
发稿时，临夏军分区出动民兵 1000 余
人、车辆 12 台，执行人员搜救、清除淤
泥、被毁道路抢修等任务，共协助转移
安置群众2444人。

强降雨还导致该省甘南州舟曲县
发生山洪泥石流，造成多处山体滑坡，
345国道受阻。武警甘肃总队派出甘南
支队、机动支队 330名官兵，驾驶 46台
工程机械车辆，担负沙川村、南峪村清
淤任务，派出冲锋舟协助水利、国土专
家对堰塞湖水域和滑坡体进行监测勘
察，当天共清理淤泥 400 余立方米，清
理道路1300余米。
（综合谢析搏、屈杰文、郭干干、张

伟峰来稿）
上图：7月19日凌晨，武警甘肃总

队临夏支队官兵在甘肃省广河县三甲

集镇转移被困群众。

姜 勇摄

甘肃省部分市州遭遇特大暴雨引发山洪

武警官兵和民兵闻令而动抢险救灾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闫金
久报道：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全
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工
作已全面展开，网上报名将于 7 月 22
日 12 时结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有
关部门发布特别提醒，预计报名截止
时间前 2天扎堆报名人数较多，容易导

致网络拥堵，请广大考生注意错开报
名高峰时段，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
岗位，及时完成网上报名，以免错失报
考机会。

记者了解到，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和社会人才报名踊跃，表现出献身强军
兴军事业的极大热情。截至 7月 19日，

完成岗位选报的考生已达 22万人，其中
缴费成功的有效报名考生逾 10 万人。
目前有些考场已经报满，请考生就近选
择其他考场；还有部分岗位报考人数较
少，考生可以进行比较选择；未完成报名
的考生要尽快履行报名手续，打印出报
名回执方为有效报名。

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报考人数突破10万 报名时间仅剩2天

本报深圳7月19日电 丁宁宁、记
者韩阜业报道：19 日下午，首届“率先
杯”未来技术创新大赛在深圳举行颁奖
仪式。动态磁性目标智能感知网络、军
民两用高强韧聚合物陶瓷涂层、肿瘤治
疗纳米机器人等30个项目获得优胜奖。

本次大赛突出军民融合前沿科技创
新课题，搭建促进前沿科技成果转化的
平台，激发社会各界人士自主创新能力，
遴选出具备创新潜力的科研和创业后备
人才。中央军委科技委将对部分项目给
予后续支持，中国科学院将结合“战略高
技术青年人才项目”的启动择优支持中
青年骨干人才，深圳市也将对相关项目
进行配套支持。据了解，首届“率先杯”

未来技术创新大赛自今年 1月 26日启动
以来，3000 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共收到
了600余个报名项目。

本报讯 王婉、黄敏桓报道：首届
“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于 7 月
16 日至 17 日在京举办，来自军地相关
单位 300 余名专家和代表，围绕贯彻落
实习主席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指
示，推动网络空间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
行深入研讨。

此次论坛由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
究院主办，以“军民携手共筑网络空间安
全”为主题，旨在发现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领域的潜力单位和专家人才，催生网络空
间安全理论和技术装备创新点，构建网络

空间安全军地专家会商研讨常态化机制。
与会院士和专家围绕网络空间安全

威胁与态势、创新理念与前沿技术等，进
行了 40余场次主题报告和研讨，深入交
流思想、碰撞智慧。论坛期间，还举办了
26家军地单位的特色成果展，区分态势
感知、安全防护、基础支撑、新兴技术、自
主可控等5个板块，展示国内最新网络空
间安全技术、产品和成果。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论坛在网络
空间安全需求、前沿技术发展、军民融合
机制等方面探索出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形
成有关发展对策与建议，有力促进了军地
在资源共享利用、技术协同创新、配套手
段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汇聚各方智慧力量 推动军民深度融合
●首届“率先杯”未来技术创新大赛颁奖仪式举行

●首届“纵横”网络空间安全创新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刘雷报道：7月 11日，一
场跨越近 2000 公里的远程会诊在空军
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展开，视频的另一端
是两个月前从唐都医院出院的某部战士
小洪。专家通过视频看到这名战士各项
检查指标恢复正常，为他战胜重度颅脑
损伤恢复健康感到高兴。

去年 12 月 7 日，小洪因车祸造成
全身多处骨折、重度颅脑损伤，陷入
深度昏迷，被紧急转运到唐都医院治
疗。医院抽调 10多个科室的 30多位医
护专家组成救治团队，先后进行 13次
全院会诊，神经外科重症监护中心全
程跟踪，实施 24小时不间断监护。经
过近半年的精心治疗，小洪逐渐康
复。

除小洪外，该院近期还先后成功救

治某部因意外坠落致颅脑外伤、骨盆骨
折、创伤后休克的一名学员，以及探亲
途中受伤的4名重症创伤官兵。

近年来，唐都医院着眼提升卫勤
保障能力，坚持“临床对接战场、诊
疗为了打赢”理念，把打造重症创伤
官兵救治系统作为对接未来战场需求
的突破口。他们成立战创伤救治中
心，整合急诊科、创伤外科、重症医
学科及配套科室，开通救治绿色通
道，建立“急诊科-手术室-重症监护
室-康复中心”无障碍转运机制，深
入研究高原缺氧、复合创伤、器官保
护等救治难题，通过模拟战场环境下
重症创伤官兵救治演练培养专业救治
团队，为有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
下坚实基础。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提升重症创伤救治能力

酷暑7月，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顶着高温，在科尔沁草原组织开展多伞型、多高度跳伞训练，锤炼远程投送能力。

本报特约记者 杨再新摄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 刘薇、中国
国防报记者郭萌报道：退役军人事务部
19 日在京召开《退役军人保障法（初
稿）》征求意见座谈会。军委机关有关人
员和退役军人、现役军人代表，相关领域
专家教授等出席会议，就完善《退役军人
保障法（初稿）》广泛展开研讨，提出建设
性意见。

据悉，退役军人事务部从组建之初，
就将立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他
们系统梳理现行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军

官转业安置、抚恤优待、褒扬等方面的政
策法规，在吸收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起草形成初稿。
《退役军人保障法（初稿）》突出强调

国家和社会尊重、优待退役军人；突出问
题导向，回应退役军人工作的重点难点
问题；着眼长远发展，借鉴地方成功经
验，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并积极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法律法规作
好衔接。
《退役军人保障法（初稿）》明确了退

役军人工作基本制度和方针原则，规定
了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的职责，规范

了移交接收、教育培训、退役军人安置、
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抚恤优待、褒扬、管
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此外，还强调
通过教育培训提升退役军人能力素质，
提出国家建立退役军人荣誉激励机制，
以及实行退役军人工作责任制和考核评
价制度等。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锋表示，
下一步，将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要求，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过调研、座
谈等形式，认真梳理各方意见，尽快论证
修改草案，推动《退役军人保障法》尽快
出台，完善退役军人工作法律政策体系。

《退役军人保障法（初稿）》征求意见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尹航报
道：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今天下午
在八一大楼会见了瑞士军队司令雷博特。

魏凤和说，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的重
要合作伙伴。2017年，习近平主席成功
访瑞，两国元首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
中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访瑞期间，
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

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
各方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中方愿与包
括瑞士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着眼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
稳定。近年来，中瑞两军保持了友好交
流和务实合作。中国军队愿与瑞士军队
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
步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伙伴情谊、弘扬创

新精神，推动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
深入，为发展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作
出积极贡献。

雷博特表示，瑞士军队高度重视发
展与中国军队友好关系，愿与中方共同
努力，巩固友谊，加强互信，拓展交流，深
化合作，推动瑞中两国两军关系不断向
前发展。

魏凤和会见瑞士军队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