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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监督全覆盖 廉政自律弦紧绷

本报讯 冷绪文、特约记者唐永梅
报道：近日，一批民企技术人员组成两
支创新团队，对接火箭军武器装备关键
技术需求展开攻关。牵头组织技术人员
队伍的是来自某民营企业的张浩，他的
另一个身份是“火箭军科技专家”。在
火箭军国防科技专业专家组成立大会
上，和张浩一起接过“火箭军科技专
家”聘书的民企科技专家还有 12 名。
民企科技专家进入“智库”，已成为火
箭军拓展军民融合深度广度的新举措。

引入民企高端科技人才力量，是火
箭军落实习主席科技兴军重大战略思想
的实际举措。长期以来，火箭军科技专

家队伍主要来源于军队、国有装备制造
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国家队”。
近年来，随着一批拥有高新技术的民营
企业加速崛起，一批民营企业技术专家
也脱颖而出。为此，火箭军党委决定打
破传统选聘思维，从制度机制上激活民
企专家这股新生科技力量，提高科技创
新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此次受聘的 13 名民营企业科技专
家，均来自信誉好、研发能力强、实
力雄厚、具有军队承研承制资质的民
营企业。这些专家，有的专攻新兴材
料、能源动力，有的长期耕耘于机器
人领域，还有的在“智慧阵地”等领

域成果丰硕。他们分别担任火箭军导
弹总体技术、导弹发射技术、网络信
息体系技术等 6 个专业组的专家，任
期 5 年。对于这些民营企业科技专
家，火箭军给予他们与“国家队”同
等的科研待遇和条件。他们可以参加
所在专业组年度计划中所有军内外调
研考察、学术交流、专题研究等活
动；技术咨询报告经所在专业专家组
组长把关后，可以以个人名义直接提
交火箭军机关决策使用。
“多了‘火箭军科技专家’这个身

份，意味着自己要肩负更多的创新使
命。”让张浩没想到的是，受领聘书的
当天，他们就与“国家队”专家一起
开展工作。“聘用的是 13名民营企业科
技专家，其实背后是 13 支具有高知、
高智、高能的民间创新团队。”火箭军
装备部领导说，虽然民营企业科技专
家目前在火箭军“智库”中所占的比
例较小，但他们将成为战斗力建设新
的增长点。

13名民企科技专家进入火箭军“智库”
5年任期，拥有与“国家队”同等科研待遇和条件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加快建立军民
融合创新体系。这其中，人才的融合和集聚成为关键所在。
“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
器矣。”习主席深刻指出，推动科技兴军，必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13名民营企业科技专家进入火箭军“智库”，是践行这一重要指示
的一个具体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呼唤更多
这样的军民融合创新实践。

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安静的学习
室里，一名佩戴上等兵军衔的战士坐在
桌前，时而凝神思考，时而奋笔疾书。

近日，记者在第 71集团军某旅“红
三连”见到张悦时，他正在给连队党支部
写思想汇报。最近一段时间，连队组织
学习讨论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他和许多战友一样，经
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希望早一天加入
中国共产党，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张悦
坚定地对记者说。

张悦坦言，参军前自己喜欢追时尚、
赶时髦，对明星名牌了如指掌，对党史军
史知之甚少。来到部队后，他发现工作
训练冲在前面的，往往都是党员骨干；当
他遇到困难及时给予帮助的，也是党员
骨干。特别是走进连队荣誉室，面对满
墙锦旗和泛黄的照片，他明白了“心中有
信仰，脚下有力量”的道理。渐渐地，张
悦产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张悦说，了解三连历史
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组织的力量。

1935 年深秋，红军长征过草地时，
时任三连副连长、支部委员李玉胜将 28
名与大部队失散的伤病员收拢起来，围
着一簇篝火，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凭着对
党的坚定信仰，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带领
大家携手战胜伤病、饥饿、恶劣环境等困
难走出草地，回到党的怀抱。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穿越历

史时空，“草地篝火”依然炽热。2013年
底，三连从摩步连转型为特战连，连队组
织官兵在党旗下宣誓：转型路上不落下一
个人，共同扛起能打仗打胜仗的使命担当。

敢向短板叫板，才能补齐短板。连
日来，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对照习主席重
要讲话精神，分析自身存在问题，听取官
兵意见建议，制订整改措施。“我们不能
满足于取得的成绩，要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把党支部建坚强，确保做到‘组织无
处不在、规矩无时不严、党员无人不硬’，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
优势。”三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张宏芳
深知：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
强，支部强则连队兴。

面对转型这一新的长征，三连党支部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进一步增强自身
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发扬特别能战
斗、敢啃硬骨头的优良传统，带领官兵再
出发。

连续数日，“红三连”训练场上一直
跃动着官兵火热训练的身影。张宏芳解
释说，在伞降训练中，一些新兵基础较

弱，连里的党员骨干主动与他们结成帮
带对子，分段讲解叠伞要领、同步模拟离
机动作，帮助新战友完成初次实跳。
“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只有每名党

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才能变得
坚强有力。”训练间隙，多次在上级比武中
摘金夺银的中士邓日明擦着脸上的汗水
说，“作为一名党员，我不仅要把自己的训
练成绩搞上去，还要带着战友一起进步。”

篝火不灭，薪火相传。听着邓日明
朴实的话语，回想着在“红三连”的所见
所闻，记者坚信，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
党的建设会议精神不断深入，三连的“草
地篝火”一定会越燃越旺。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从摩步连转型为特战连，曾经受长征洗礼的
第71集团军某特战旅“红三连”，在“草地党支部”的带领下阔步新长征——

让“草地篝火”越燃越旺
■本报特约记者 张圣涛 通讯员 李怀坤 陈 霖

本报讯 宋邦稳、记者段江山报道：近日，南部战
区陆军某边防旅提拔使用了数十名干部，其中新上
任的 27 名营连主官全是训练尖子，不少人都曾在上
级组织的各类比武竞赛中斩获名次。据了解，此次
岗位调整，该旅按照打仗标准选人用人，注重对年轻
优秀干部的培养使用，逐步形成梯次接续的干部人
才队伍。

干部调整使用前，该旅党委在全旅干部大会上明
确，要在干部提拔使用中树立起打仗标准，按照强军
事业要求选人用人，对参加上级各类比武竞赛中斩获
名次、重大活动中表现突出、任职期间所属基层单位
全面建设突出的干部优先提拔和推荐使用。随后，该
旅领导带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了综合考察组，深入一
线，对推荐调整使用的干部逐个谈心，广泛听取营党
委和连队党支部的意见建议，并开展严格的能力素质
考核。

经过全面考察，该旅一批高素质干部脱颖而出。
在改革调整期间，该旅原参谋谢杰被编余，但他工作劲
头不减，在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作战旅参谋比武竞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此次岗位调整中，谢杰不仅被纳编，
还被提拔任命为营长。该旅某营原副营长尹常军事素
质过硬，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和中外联训中表现优
异，还在今年取得一项装备革新成果。经过选拔推荐，
他也被提拔担任某营营长。

这次岗位调整，该旅提拔使用的数十名干部均满
足优先条件。在一批打仗型人才被提拔使用的同时，
该旅还将少数不适合岗位需求的干部调离岗位，树立
起按打仗标准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凝聚起官兵专注
强军事业、专心练兵备战的军心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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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价值在爱国奉献中铸就，

军人的崇高在不懈奋斗中彰显。

“虽然这里高寒缺氧，虽然这里寸

草不生，但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我们

守卫的地方就是中国……”国庆期间，

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巡逻路上，新

疆军区某边防连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

仪式的微视频刷屏朋友圈。

青春只有一次，如何书写军旅华

章、成就非凡人生？林俊德让人生在

至诚报国中壮美，满广志让青春在实

战砥砺中闪光，刘珪让价值在带兵打

仗中丰厚，肖飞让本领在科技创新中

增长，张超让梦想在挑战自我中放飞，

杜宏让责任在戍边卫国中升华，申亮

亮让生命在维和战场上永恒……无数

军人用实际行动给出明确答案：火热

青春始终为祖国燃烧。

家国安危事，青年肩上责。青年

官兵选择军人这一职业，就与祖国尊

严、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必

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要

在军营这一广阔舞台绽放青春梦想，

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青春与使命同在，奋斗与光荣相

伴。唯有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

共命运、与军队齐进步，把人生理想

融入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才能振国

威、壮军威，在大有可为的时代有所

作为，在逐梦路上描绘流光溢彩的青

春故事。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弘扬爱

国奋斗精神，让青春的力量为祖国蓬

勃而出，把汗水和热血挥洒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青年官兵责无旁贷、义不

容辞！

火热青春为祖国燃烧
■陈洪山

10月4日，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巡逻小分队到海拔5210米的点位巡逻执勤，确保边境安全。图为官兵通过

冰川路段。 胡 铮摄

本报讯 徐水桃报道：赴机关公
寓检查有无违规宴请，到基层营连
查看有无“微腐败”现象……国庆
期间，第 83 集团军某合成旅中士高
剑华有一项重要任务：担任过节期
间的“廉政岗哨”，监督身边违规违

纪问题。
为确保廉洁过节，该旅党委连出

实招：节前教育立铁规，制订出台
《廉洁过节“十个严禁”》，旅党委常
委带头作出廉政承诺，拒绝任何请吃
吃请、登门拜访，自觉接受官兵监

督；温情提示不断线，向全体党员编
发廉洁过节短信，给每名营连主官宿
舍悬挂廉政警示牌，为随军和临时来
队家属宣讲部队廉政制度；风气监督
全覆盖，聘请 116名风气监督员在重
要点位设立“廉政岗哨”现场查纠送
礼送物、违规吃请情况，在重点时段
进行巡查暗访，重点查纠公车私用等
问题，让每名官兵严格遵规守纪。

廉洁过节，官兵普遍感到节日过
得轻松舒适。节日期间，官兵组织篮
球赛、足球赛和读书活动的越来越
多，领导与部属、机关与基层之间关
系更加融洽和谐。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

“廉政岗哨”节日期间全程执纪

本报讯 赵杰、王鑫报道：国庆前
夕，北部战区陆军某直属旅干部相继
收到亲属发来的廉政提醒信息。连日
来，该旅通过开展“亲情廉哨”活动，确
保官兵度过一个文明祥和廉洁的国庆

佳节。
针对部队驻地周边旅游景点多、

节日期间官兵来队家属多的实际，该
旅将廉政教育向官兵家庭延伸，建立
“纪委监管-群众监督-家庭助廉”的立

体联动机制，让官兵亲属成为倡廉助
廉的宣传员、监督员，真正让家庭成为
反腐倡廉的一道牢固防线。

一名亲属就是一个“亲情廉哨”，
一条规定就是一道廉洁防线。他们与
官兵亲属签订《家庭助廉责任书》，发
出《致官兵亲属的一封信》，举办“廉内
助”座谈会，组织亲属学习相关廉政法
规、参观廉政教育展、观看警示教育
片，把“家庭幸福、廉洁为先”理念根植
官兵家风；建立官兵亲属微信群，适时
推送党纪条规、廉政典故等内容，引导
亲属关注官兵交往的朋友圈。

北部战区陆军某直属旅

廉政教育向官兵家庭延伸

本报讯 刘盾、江雨春报道：
“有的官兵在微信群里发红包，容易
造成攀比……”国庆期间，第 81集团
军某旅节日风气监督员、排长小马向
上级及时反映基层存在的问题苗头，
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国庆前夕，该旅纪委、纪检监察科
和节日风气监督员组成3个作风建设专
项督导检查组，围绕“违规请吃吃请”
等 10个方面内容，紧盯薄弱环节和要
害部位，逐条逐项严查实纠。该旅领导
介绍说，国庆假期风气监督员反映的问

题都被记录在《节日期间作风建设督导
检查情况专项报告》中。对于发现的问
题，他们指派专人逐项督查，第一时间
解决了“休息时间机关指派基层战士出
公差”等损害官兵权益的问题。

清清爽爽，舒心过节。该旅在基层
风气监察联系点发放的调查问卷中，官
兵对过节期间风气满意度达95%以上。

第81集团军某旅

第一时间发现纠治问题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