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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遇到拿不准的演训经费开支，部队该

怎么办？不该花的钱花了，审计过不了

关，要被追责；该花的钱不花，经费保障跟

不上，影响战斗力建设，也应该被追责。

当下，部队财经管理制度不断完

善，部分项目经费确实申报程序严格，

审批权限高、周期长。有的部队因为害

怕经费使用违规而顾虑重重，或因为审

批程序复杂而“望而却步”，甚至连演训

任务中该花的钱也不敢花。如果一味

坐等上级下达开支项目和经费指标，而

不主动报告需求说明情况，势必导致经

费保障滞后，影响部队演训，这也是一

种不作为。

把军费真正管好用好，不能满足于

不出问题，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出

战斗力；既要守住财经纪律底线，更要

努力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地将经费花出

最大军事效益。

这既需要部队真正聚焦战斗力建

设需求不等不靠、积极作为，精准把握

投向投量，也需要业务机关科学指导、

专业服务、前置把关，让财力在法制化

的轨道上高效转化为战斗力。

该花的钱不花，也是不作为
■高立英

本报讯 单梁、贾乾报道：特战队
员们全副武装，在模拟街区搜索前进，
多个靶标突现，队员们迅速射击，枪响
靶落……8月上旬，一场快反应用射击
综合演练在武警某部特战第二支队综合
训练场展开。
“我们执行的作战任务大多是‘短兵

相接’，对特战小组的射击基础和随机应
变能力要求非常高。”该支队领导告诉笔
者，实战化快反射击训练与支队担负的
使命任务密切相关，极具实用价值。在
上半年的一次对抗演练中，蓝军奇招频
出、火力迅猛，该支队特战小队快速还
击，却因命中率较低导致对抗失利，引发
官兵深刻反思。

为提高特战队员执行任务时的快

速反应能力，该支队按照“训战结
合、以快制快”原则，重点开展快反
射击强化训练。他们构建逼真战场环
境，扎实开展实战化应用训练、各种
条件下射击训练、技能融合训练等，
从基本技能向应用技能转化。他们还
定期组织比武考核，检验官兵阶段性
训练成果；积极开展多样化模拟对抗
演练，打造专业蓝军，设置对抗环
节，让作战小组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
寻找差距、弥补不足。

经过阶段性强化训练，该支队官兵
快反射击能力不断提升。“为了将出枪速
度提高 0.1秒，需要进行上千次的反复训
练。”该支队特战队员刘洋在比武中取得
佳绩后这样说。

武警某部特战第二支队磨砺快速反应硬功

射击训练一律“短兵相接”

“承修的战车修完了吗？”7月下
旬，记者前往中部战区陆军某装备保
障队采访，路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记者了解到，由于部队调整转
隶、送修渠道不畅、维修器材供应不
及时等原因，截至今年初，这个保障
队累计接收待修战车 54台。按照以
往的维修速度，这样的任务量需要两
年左右才能完成，而上级明确要求他
们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全部修竣。
“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该保障

队队长白冰说。
接到待修装备“清零攻坚”任务

后，白冰深感压力巨大，他意识到这
将是一场硬仗——这 54 台战车故障
多、型号杂，部分改装车型缺少图纸
资料，需要官兵边学习边维修；部分
零部件没有库存，需要协调厂家生
产，但因工厂任务调配等原因，生产
周期大多在3个月以上……
“工位即战位，修理即打仗。战

士上战场，哪有讲困难的！”动员大
会上，白冰对官兵说，“积压的装备
不及时修好，就会影响使用单位的正
常训练。问题再大再多，也必须按时
‘清零’！”

今年正月初四，尚在春节假期，
保障队官兵就打响了“清零攻坚
战”。一级军士长周清华告诉记者，
至今他还记得，那时半露天的修理车
间内温度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大家
顶着刺骨寒风，清洗保养战车零部
件，许多人手上都生了冻疮，一沾水
便如针刺般疼痛。

面对缺少零部件的困难，保障队
官兵主动找工厂协调图纸和配件，从
一个个螺丝、一个个齿轮开始组装一
些急需的零部件，经过一次次尝试、
失败、再尝试，成品终于顺利通过专
业测试。

某部件需返厂维修，上士祁超带
着部件来到工厂后，一头扎进车间，
四处帮工人师傅打下手。见这名战士
如此真诚，大家深受感动，主动加班
赶工，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此前需
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就这样，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

下，7月下旬，他们提前一周完成修
理任务，在陆军所有承修单位中，第
一个实现了待修装备“清零”，54台
战车轰鸣着驶向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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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强报道：“篮球等文
体器材消耗快，配发周期却很长”
“申领军人身份证需反复报材料，却
迟迟没有回音”……7月下旬，武警
九江支队机动大队会议室内，官兵你
一言、我一语，向机关现场办公小组
反映问题。
“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都是大

事，只有把这些事解决好，官兵才能
真正减负，部队发展才有活力。”该支

队党委一班人在调研中得知，一些官
兵由于心事困扰，分散了练兵精力。
为了帮官兵减负，他们决定走进基层
现场办公，通过“一线听取意见、一
线了解情况、一线解决问题”的方
式，提升机关服务基层工作质量。

该支队成立现场办公小组，由党
委常委带队，抽调相关部门人员定期
深入基层，通过“现场听意见、实地
搞论证”，及时解决官兵反映强烈的问

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明确解决时
限；需要综合决策的，指定专人负责
跟踪督导，确保问题有回音。同时，
他们还借助问卷调查、网上信箱等方
式收集官兵对部队建设发展的意见建
议，并利用强军网等平台及时公示官
兵普遍关注的政策制度、办事流程等
信息。
“家里因为房屋拆迁问题与地产

商发生了矛盾，生活被严重扰乱，

我该怎样维护权益？”法律咨询席
前，士官小陈向该支队宣传保卫股
股长曹雷讲述自己的烦心事。曹雷
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后，现场拨通了
小陈家乡相关单位的电话，为他协
调处理此事。

据了解，目前该支队现场办公小
组已走遍支队所有营区和点位，重点
解决了官兵休假、分居补助费等关乎
官兵切身利益的20多个难题。

武警九江支队机关深入一线为基层排忧解难

现场办公小组让官兵喜上眉梢

本报讯 江文涛、钟紫舟报道：
“周四下午 5点前，把需要办理军人身
份证的人员信息上报给机关；下周五
组织体能考核，大家做好准备……”8
月上旬的一天，对照机关下发的工作
周表，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通信连指
导员张志宇短时间内便将连队下周工
作安排妥当。对此，张志宇深有感触
地说，机关制订工作周表，科学统筹

工作，基层不再“打乱仗”。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解决“五

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
后，该场站第一时间问需于兵、问计
于兵。在座谈调研中，不少官兵反
映，机关各部门下发通知有时缺乏沟
通和统筹，安排工作内容交叉、时间
重叠。为完成机关通知的相关工作，
基层单位经常需要调整原有的训练计

划和工作安排，难免出现忙乱现象。
“要让‘千条线’变成‘一股绳’，

关键在于统筹。”为此，该场站建立用
周表统筹工作的机制：机关每周梳理
汇总需要基层落实的工作，而后根据
“工作部署合理、时间安排合理、力量
使用合理”的原则，统一制订一周工
作清单，并以周表的形式下发基层。
除此之外，他们还规定，无特殊或者

紧急情况，机关不得临时给基层下发
通知或安排公差勤务。

机关安排工作清清楚楚，基层工
作计划明明白白。据悉，自一周工作
清单推出以来，该场站机关和基层的
工作效率都有所提升，形成了整体合
力。不少官兵表示：减少了空转虚
耗，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练兵
备战。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合理制订计划减少基层忙乱

一周工作清单让任务清清爽爽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本报讯 李明、特约通讯员熊华
明报道：初秋深夜，海拔 4300 多米的
演训场上，气温骤降，寒意袭来。中
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的野战阵地上，
当班哨兵刁晓伟戴着防寒头套，脚蹬新
型防寒靴执勤。车载移动营房内，供氧
设备齐全。该旅此次训练中高原防寒物
资和吸氧装置能够快速采购到位，得益
于该旅在军委审计署武汉审计中心的专
家指导下，探索设立了演训经费保障
“绿色通道”。

从中原地区机动到雪域高原参加演
训任务，这支部队遇到了多项难题：购买
吸氧装置能不能报销？偏僻地区采购演
训物资使用现金，开不了发票怎么办？
在任务研究部署会上，导弹营营长张峻
峰上报了防寒靴、遮光目镜等一批物资
需求。研究经费保障时，个别旅领导提
出了疑虑：采购单兵高原防护用具，经费
使用会不会违规？审计时，会不会当成
开支不当被问责？

买不买？经费从哪里出？旅党委
思虑再三，难下决心。该旅的情况上
报机关后，军委审计署武汉审计中心
主动指派审计专家，赴高原演训场进
行指导帮带。
“严格审计是为了杜绝铺张浪费，如

果部队该花的钱不花，该办的事不办，导
致战备训练、官兵生活保障不力等问题，

就是不作为，将被严肃追责。”审计专家
首先为旅党委一班人明确了“担心审计
不花钱、怕出问题不办事”等认识是错误
的。
“军费保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实

行分类集中统管，相同性质的经费应归
口到一个渠道保障，这样有助于提高经
费保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不意味着
办事消极等待、自缚手脚，有利于战斗力
建设的合理合规的事情不仅要办，还应
当快办。”专家现场进行政策宣讲，解答
部队在经费管理使用上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现场示范经费申请、使用、核算流
程并跟踪服务。随即，该旅以审计指导

为契机，以审促建，研究出台了配套方
案：增加相关预算，放权营级党委自主开
支，完善采购流程，落实审批手续，优化
物品管理方法。

此次演训期间，最近的蔬菜配送
市场距某营驻训地将近 200公里，采购
很不方便。该营想就近采购农户的馕
和羊肉，但因为他们不是商户，不仅
刷不了公务卡，还无法开具发票，官
兵很为难。
“可以拍摄销售者的店面、身份证

及所购买实物的图片，让销售者开具
收据并留下联系方式备查，然后由营
级党委提供书面说明。”审计专家指

出，偏僻地区使用小额现金支付且没
有发票，也可正常报销。这种方法既
便于演习机动期间的后勤保障，还能
有效避免违规套现问题。
“该项目符合高原演训保障实际，

适应实战化训练需要，同意采购！”导
弹营申报的车载吸氧装置采购项目，经
过旅相关职能部门和审计专家组的把
关，仅用一天就获得批准。连用制氧
机、防寒靴等装具也很快落户班排，配
发到官兵手中。充分的高原装具保障为
官兵执行高原演训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演习当日，该营首发命中，赢得
兄弟部队称赞。

●偏僻地区采购物资使用现金，开不了发票怎么办？

●高原驻训购买急需的吸氧装置和防寒靴，能不能报销？

审计专家指导部队设立演训经费保障“绿色通道”

8月12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千里机动，在昆仑山腹地开展油料前送、

伴随保障等课目训练。 杜文喜摄

8月8日至9日，海军航空兵某团在高温中开展实战化飞行训练。图为战机起飞瞬间。 蓝鹏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