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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讯 程锡南、黄

园报道：2019 年 12 月 下
旬，第 74集团军某旅下士
钟盛强乘坐机关协调的地
方小型公交车外出购物，
切实感受到了出行便利。
据该旅部队管理科参谋王
宇杰介绍，由于部队驻地
远离市区，不少官兵曾被
“外出难”所困扰，随着旅
党委机关扎实推进为基层
官兵解难题工作，类似问
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学习贯彻中央军
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过
程中，该旅党委机关紧盯
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持
续用力。他们组织机关
干部下基层蹲点，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梳理出官兵
普遍关注的主官休假难、
军嫂就业难、子女入学难
等 20 项现实难题。为解
决好这些难题，该旅领导
主动靠上去，逐项研究解
决措施，明确排忧解难时
限。此外，他们实行全程
跟踪问效机制，让官兵全
程监督党委机关解决难
题的实效。

前不久，该旅对官兵
反映的“家属房入住难”问
题进行专项整治。他们一
方面严令清退违规占用的
家属房，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通报批评；另一方面对
家属房进行检查装修，更
换了空调、热水器等老旧
家电，提升官兵入住舒适
度。几天前，该旅四级军
士长刘鹏威家属来队探
望，直接拎包入住，方便快
捷。刘鹏威家属高兴地
说：“单位的暖心举措，让
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

及时补充基层紧缺训
练设施、文体活动器材；多
举措保障营连主官休假、
轮休；协调驻地多所学校

解决官兵子女入学入托问题……随着一系列务实举措落
地，基层官兵的“挠头事”逐一解决，为部队建设注入了强劲
动力。前段时间，官兵围绕偏训漏训课目展开专攻精练，兴
起新一轮练兵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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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进、特约通讯员朱伊
丹报道：“身份证申请材料前后上报了
3次，但迟迟没有结果”“基层上报的
数据存在不少错漏，让机关人员很难
办”……近日，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
某大队专题召开机关基层双向讲评
会，官兵讲问题不遮不掩、直击痛
处，让不少人脸上火辣辣的。该大队
以改进工作作风为抓手，坚持问题导
向，紧盯问题整改，逐条逐项解决官
兵实际困难。
“解决官兵‘挠头事’，必须高效率

抓整改。”据该大队政委黄侃介绍，为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他们以抓整改
落实为主线，针对前期调研时官兵反映
强烈的机关基层沟通不畅、衔接不紧、
互信不够等问题，大队党委一班人及时
召开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他们打破以

往的思维定势，不仅机关可以讲评基
层，基层也可以讲评机关，所有发言直
指问题、见筋见骨，点出各自工作上的
疏漏，指明今后改进的方向。

前不久，该大队机关下午 5点发通
知，要求各基层分队当晚 8点前上报家
属资料、照片和关系证明等，以便给家
属办理保障卡。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很
多官兵难免慌张忙乱。得知情况，大队
领导严肃批评了保障卡办公室负责人，
并放宽了上报相关材料的时间。

打破机关基层间的隔阂壁垒，畅通
上下之间的沟通渠道，让官兵收获更多
幸福感。连日来，该大队在为基层减负
增效、提振干事创业热情上下功夫，坚
决杜绝机关各科室协调配合不畅、信息
重复统计等情况，基层官兵对机关满意
率显著提升。

青藏兵站部某大队拓宽机关基层沟通渠道

双向讲评促进问题整改落实

2019年12月26日，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实战化演练。

王 肸摄

本报讯 胡丹青、范

贤明报道：“真没想到，
过去要往返很多趟才能办
好的业务，现在仅需半小
时。”2019 年 12 月中旬，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机关“一站式”服务小组
走进某雷达站，人力资
源、营房、财务等业务科
室现场联合办公，赢得官
兵点赞。

该旅雷达站驻地偏
僻、分布零散，距离机关
近则几十公里，远则几百
公里，基层官兵前往机关
办事很不方便，遇到棘手
难题更是分身乏术。因
此，基层官兵对去机关办
事“吐槽”声不断。“对
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
方设法帮助解决。”结合
深入学习中央军委基层建
设会议精神，该旅领导认
识到，党委机关必须牢固
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
一”的理念，打好为兵服
务“主动仗”。

为此，该旅结合下基
层调研、检查考核、蹲点
指导等时机，组织机关
“一站式”服务小组开展
“上门服务为官兵、现场
办公办实事”活动，重点
从战训急用、生活急需、
官兵急盼 3个方面为基层
官兵解难帮困。笔者在某
基层雷达站采访时看到，
机关“一站式”服务小组
对该站提出的营区供电增
容改造、营院围墙修葺、
楼房防水补漏等问题逐一
研究解决方案，并现场确
定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为防止出现“雨过地
皮湿”的情况，该旅专门成
立服务基层督办组，从严
纠治为兵服务活动中避重
就轻、高开低走的现象；请
基层官兵对机关各科室服

务基层工作情况进行评价打分，深入查纠治理“重痕迹轻实
效”、基层“五多”反弹回潮等突出问题，确保基层官兵聚精
会神练兵备战。据悉，在最近一次的满意度测评中，基层官
兵对机关的满意率达到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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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特约记者王
均波报道：精准通过双边桥、有效规避
弹坑路段、冰雪道路匀速开进……1月
3日上午，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运输团
数百辆运输车，在分布 4地的不同训练
场上同步开训。

换挡、加速、回转方向盘……驾
驶员钟科在组合限制路驾驶课目训
练中娴熟操作，很快通过了多种障
碍 ，用 时 不 到 2 分 钟 ，达 到 优 秀 标
准。负责现场组织的该团参谋长告
诉记者，该课目既要追求车辆速度，
还要快中求稳，考验的是官兵的综合
驾驶技能。其中的“8 字路”是按车

辆宽度加 60 厘米来设置路宽，要求
车辆必须以每小时 30 公里以上的速
度通过，驾驶员稍不留神，就可能压
线或碰杆。

为提升驾驶员心理素质，该团采用
声、光、电等手段，让参训官兵仿佛置身

战场环境。“严寒天气下驾驶运输车连
续通过障碍，加上不时传来的‘爆炸
声’，驾驶员必须手、眼、脚配合密切，比
平时驾驶训练要难得多。”训练间隙，钟
科在驾驶室内向记者讲解训练难度。

该团将恶劣天气下道路湿滑、视线

模糊等不利因素纳入训练背景，分批组
织官兵在严寒环境中开展各种驾驶课
目训练。为提升训练效果，减少风险隐
患，他们还安排优秀教练员跟车跟训，
并加强防寒防冻措施，帮助官兵不断提
升运输投送保障能力。

联勤保障部队某运输团以险难路况为考题组织异地同步开训

起步就练高难度驾驶

本报讯 罗云忠、特约记者王钰
凯报道：1月 3日上午，第 76集团军开
训动员大会结束后，从集团军首长到
各旅指挥员，均按作战编组进入实际
指挥岗位，参加战备临机检验和作战
指挥能力考评。

打仗行不行，先考指挥员。该集
团军始终将锤炼指挥员带兵打仗能
力作为重中之重。集团军首长机关
连年带部队赴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

进行综合演练，通过临机导调的方
式，把条件设难、把情况设险，逼着各
级指挥员在对抗演练中发现问题、弥
补短板、增强本领。新年度开训，该
集团军再次将指挥能力考评作为重
点环节。

记者在该集团军野战指挥所的
大屏幕上看到：遇“敌”袭扰，某合成

旅指挥员迅即部署指挥所转移，防
卫、撤收、隐蔽工作有条不紊展开；目
标潜逃，某特战旅领导迅速研判情
况、分析态势，并启动应急预案，任务
分队立即出动，展开定点清剿行动。
演练全程突发情况频发，逼着指挥员
练谋略、练指挥，任务部队练战术、练
协同。

以考促训，以考强能。据介绍，战
备演练结束后，该集团军还区分军、旅
两个层级，围绕指挥信息系统操作、参
谋业务技能等多项内容进行连贯考
核。某旅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开考即
考指挥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提升指挥打仗能力时不我待，自身能
力过硬才能带出过硬的部队。”

第76集团军以临机导调方式组织作战指挥能力考评

开训即是指挥员大考

本报讯 张淦报道：1月 2日，渤海
之滨气温骤降，北部战区海军某团新年
度首次火力单元跨昼夜演练在寒风中
拉开战幕。

中央军委 2020年开训动员令发布
后，该团第一时间在训练场传达学习，
官兵训练热情高涨。当天下午，他们组
织导弹分队转入应急状态。待夜幕降
临，战车编队悄然机动至发射阵地。参
训号手快速奔赴各自战位，对“敌”海上
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据了解，该团以战备值班任务为
牵引，采取全程随机出“敌情”、编组分
训找差距的方式，对作战装备性能状

态、作战力量快速反应能力等逐一进
行检验，提升全时段、全天候机动打击
能力，力促部队在新年度训练中开好
局、起好步。循着此起彼伏的口令声，
笔者在指挥控制舱内看到，训练有素
的号手飞快地敲击键盘，各种作战信

息在指挥系统中快速流转。指挥员根
据不断变化的海上“敌情”，组织人员
及时调整作战方案。
“开训就把部队拉到野外环境下

真打实抗，是为了加快战斗力生成。”
现场指挥员说，他们优化组织指挥模

式，完善作战编组流程，将“敌情”特情
随机嵌入演练。当晚，该团克服夜间
能见度差、操控难度大等不利因素，展
开夜间隐蔽机动、精确引导、导弹独立
发射等课目训练，从难从严锤炼部队
实战硬功。

北部战区海军某团以战备任务为牵引组织对海突击训练

首战展开跨昼夜演练

强军论坛

日前，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

级党委（党组）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

的部署要求上来，切实负起责任，以求

真务实的作风，精心做好总结工作。

这对于确保主题教育善始善终、善作

善成，巩固拓展教育成果，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习主席强调，工作中的经验是财

富，工作中的教训也是财富，关键在于

是否善于总结。从革命年代、建设时

期到改革岁月，打完一场仗、建完一项

工程、推进一项改革，我们党都会及时

总结反思，认真发扬优点、纠正失误。

实践证明，大总结大进步，小总结小进

步，不总结难进步。扎扎实实、认认真

真搞好主题教育总结，有利于梳理成

绩背后的经验，剖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积累实践成果和成功经验，把感性认

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始终保持奋斗

精神和革命精神，汇聚起攻坚克难、强

军兴军的奋进力量。

“总结好，大有益”，这句话不只说

明总结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只有做

到“总结好”，才能实现“大有益”。把

主题教育总结好，关键要有好的作

风。是务虚还是务实，是避重就轻还

是直面问题，直接影响主题教育总结

的“含金量”。总结是客观的观察，也

是高度的概括、智慧的结晶，既要总结

主题教育的有效做法、主要成效，也要

实事求是分析存在问题；既要总结主

题教育的成功经验、重要启示，也要提

出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建

议。只有在查找不足中明确方向、在

找准定位中提升站位，使总结的过程

成为盘点收获、查漏补缺的过程，成为

深化认识、总结规律的过程，成为凝心

聚力、促进事业的过程，才能推动部队

建设站上新起点、再上新台阶、开创新

局面。

总结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

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全体党员、干部的

终身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

度。搞好主题教育总结，不能简单地

搞成写总结、谈体会，而是要看看还有

哪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有哪些方

面可以做得更好，坚持边总结边提高、

边总结边完善、边总结边深化。如果

主题教育的“下篇文章”做得不到位，

就失去了总结应有的作用和意义。要

结合新时代任务要求，加强对开展主

题教育的理性思考，进一步抓好理论

武装、推进整改落实，力求把成功做法

经验化、零星探索系统化，研究建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真正使

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工作

举措、长期行动。

（作者单位：郑州警备区）

以务实作风搞好主题教育总结
■白江民

1月 2日，新疆军区某防空旅在

新年度开训动员大会上组织实战化训

练课目演示。

宋石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