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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论兵

现代战争更加注重体系对抗，传统
的装备完好性评定方法与机制，已经无
法适应装备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和保障
需要，不能客观反映装备技术状态满足
任务需求的能力。因此，应及时转变武
器装备管理保障理念，科学建立装备任
务完成率评价体系及方法机制，全面提
升部队装备战备水平。

科学构建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体

系。对装备任务完成率进行科学评
价，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管理手段，应
以军事需求为牵引，科学设计评价指
标体系，合理运用评价方法，提升装备
科学管理水平。首先，树立能打仗、打
胜仗的评价理念。传统的装备完好率
是一种静态性能分析指标，主要用以
衡量实战之前装备的基础技术状态；
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是一种动态能力
分析指标，不仅考虑任务前装备状态，
还充分考虑遂行任务时装备的可靠
性，是装备领域坚持战斗力标准的重
要体现。其次，建立灵活有效的评价
指标。评价活动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
于评价指标的构建和选取，应克服预
先设置统一指标体系和具体评价点的
不足，系统梳理装备担负的作战和训
练任务，厘清不同作训任务对装备系
统主要指标和技术状态的客观要求，
分级分类建立评价指标。再次，运用
基于任务剖面的评价方法。评价方法
是达成评价目的、实现评价目标的手
段。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应始终以能
否完成具体任务为主线，按照“设备——
系统——装备”三个层次自下而上，逐级
向上综合，计算得出评价结论。

创新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支撑技

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效开
展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应针对装备体
系和检测能力现状，对所需技术支撑手
段深入论证，充分利用前沿科学技术成

果，形成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支撑技术
体系。首先，开发评价数据采集管理系
统。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构
建有效的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软硬件
框架，设计开发装备作训任务分析、装
备系统功能结构、任务完成率评价测算
等功能模块，在明确装备需遂行的各项
军事任务基础上，利用各项检测数据，
快速准确计算装备任务完成率。其次，
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处理技术。海
量、多变的装备性能检测数据是分析装
备技术状态和执行任务能力的基础，应
加强数据安全性保护、真实性验证研
究；大力开展检测数据信息的应用算法
研究，确保检测数据分析高效可靠；充
分释放数据最大隐藏价值，有效挖掘运
用，对装备的设计、研制和保障提供有
效反馈。再次，完善评价检测技术手
段。从评价手段、检测技术等需求分析
入手，针对新装备需求，把握检测技术
发展重点方向，注重一体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集检测、诊断与评估一体的
自动测试和专家诊断系统。

搞好装备任务完成率评价队伍建

设。专业的评价队伍是任务完成率评价
科学有效的必要保证。抓评价队伍建
设，首先应搞好顶层设计。从优化顶层
设计着手，统思路、把方向、抓统揽，把评
价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军队人才建设的大
系统之内，推进评价人才队伍建设的新
发展。其次，科学定岗定编。评价队伍
应与保障级别相适应，不同保障级别评
价人员，其工作内容、知识和技术水平也
不一样。应根据装备特点，从管理与作
业两条线入手，开展组织体系的具体分
析，包括使命任务、职责范围、运行模式
等，力求实现评价人员与武器装备组合
的高效性。最后，提升人员综合素质。
结合评价队伍特点，培养发展潜力大的
一专多能型评价人才队伍，使其熟悉部
队现有装备技术性能，既能根据检测数
据科学评价装备任务完成率，又能根据
装备故障状态，快速进行检测维修，解决
复杂技术难题。

抓住任务完成率这个关键
■李 渊 姚战军

2

●平时应以战的标准做实
“知”的准备、打牢“知”的基础，战
时应按战的需求补充“知”的内容、
用好“知”的结果

善知者胜，是指及时、全面、详

细、有重点地掌握与作战相关的敌情、

我情和战场环境情况，并准确预测其可

能发展变化，从而正确决断，有效行

动，赢得胜利。《孙子兵法》中所说的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揭示的就是善

知者胜的客观规律。知晓情况的途径既

包括战时的观察报知和分析判断，也包

括平时的情况搜集和研判整理。

善知于先，把握主动性。兵贵先

知。善知于先，就是指先敌知晓情

况。一方面，及时掌握敌我双方的情

况，在时间上先于对方一步；另一方

面，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决定意义的

焦点问题上，在信息质量上优于对

方。善知于先是夺取信息优势、决策

优势，乃至行动优势的基础。1982年

的英阿马岛之战中，在英阿双方都采

用计算机控制和雷达监视的情况下、

阿军一枚价值仅 20万美元的“飞鱼”

导弹，击沉了英军“谢菲尔德”号导

弹驱逐舰。原因是阿空军掌握了英军

舰的相关信息，而英军对对方的武器

和战术却知之甚少。一个先知、一个

未知，最终产生不同的效果。信息化

联合作战节奏加快，战机稍纵即逝，

唯有善知于先，才能超前反应、快速

谋划，先谋后战、赢得主动。

善知其全，确保周密性。孙子说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

乃不穷”，提出战前必须对“五事”“七

计”熟知深究，强调的是知全的重要。

善知其全，就是指全面掌握战场情况。

内容上既了解敌情，还了解我情和战场

环境；范围上既了解本级情况，还了解

上级和下级的情况；类别上既了解有利

因素，更了解不利因素，以便趋利避

害，争取主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

同志在西柏坡指挥奠定全国解放战争胜

利基础的“三大战役”，他高瞻远瞩、

全局在胸，对全国各战场的整体态势和

变化都了然于胸，主动导演着这场气势

磅礴的战略决战。信息化联合作战情况

错综复杂，矛盾纵横交织，唯有善知其

全，才能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密切协

同、决战决胜。

善知其重，抓住关键性。善知其

重，就是善于立足全局，分清主次，

把握重心，突出重点。毛泽东曾指

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

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

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或动作上。”作战重心具有决定性、层

次性和关联性，抓住了重心就盘活了

全局。辽沈战役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

的战略重心，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

战局发展，缩短解放战争的进程；攻

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战役重心，攻克

锦州才能实现将国民党军队围困于东

北地区加以各个歼灭的战役目的；锦

州方向作战的重心是塔山阻击战，塔

山一旦失守，锦州部队将腹背受敌，

攻克锦州将无从谈起。信息化联合作

战结构复杂，保持作战重心稳定至关

重要，唯有善知其重，才能抓住关

键、稳定全局，聚力攻坚、推动全盘。

善知其微，增强预见性。善知其

微，就是能从苗头或细微变化中看到

它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从而了解其发

展始末。《孙子兵法·行军篇》 讲：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

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

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

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

也。”事态的真实面目往往被一些司空

见惯、微不足道的面纱所掩盖，如果

我们仔细分析，就会透过现象看清事

态真相、预测事态发展趋势。信息化

联合作战战场情况复杂多变，虚实混

杂，真假难辨，唯有善知其微，才能

见微知著、预测发展、善始善终。

善知于新，提高创新性。自古以

来，唯创新者胜。战场是新理论、新

战法、新技术、新武器的试验场。作

战的过程是双方“相互过招”的过

程，取胜的途径是“见招拆招”，核心

的支撑是军事科技实力。知新者技高

一筹、善出新招，“拆新招”需要有新

招、会用招。若作战双方存在代差，

作战就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海

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

强大的信息实力，发挥了精确作战的

优势，牢牢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反观

伊拉克军队，面对对方的新打法新手

段束手无策、被动挨打，在不知道敌

人“从哪里来，长什么样”的情况

下，很快陷入失败的困境。当作战双

方实力相当时，善于创新者将可能变

强。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

技术在作战中的运用，战争形态加速

向智能化演变，战争面貌焕然一新，

唯有知新用新，才能适应变革、推陈

出新，以新克旧、优势制胜。

总之，隐蔽企图、瞒天过海、达

成胜战目的是敌对双方共同的追求。

揭开战争迷雾，看清战争本质，离不

开善知真知。达到知先知全知重知微

知新的标准，平时应以战的标准做实

“知”的准备、打牢“知”的基础，战

时应按战的需求补充“知”的内容、

用好“知”的结果。

善 知 者 胜
■高 玮

（一）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疫情蔓延
与金融风险共生，疫情防控与金融竞
争并存，更加显现出金融领域的广泛
渗透性、安全脆弱性和博弈激烈性，
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新时代维护金融
安全的战略认知和深刻理解。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稳定

器”。金融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
领域，一旦金融某一环节出现问题，
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引发系统性、
全局性的金融风波，殃及整个社会经
济生活，甚至导致严重的国家政治危
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欧元区的欧债
危机的爆发，加剧了民众对西方国家
政府的不满情绪，引发民众抗议活动
和社会动荡，始发于美国的“占领华
尔街”运动蔓延波及数十个国家、
1000 多座城市。现实表明，金融安全
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如果金融风险
得不到有效控制，金融危机就可能演
变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
乃至国家危机。

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压舱

石”。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核心，是
影响经济稳定最关键、最重要的方
面。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
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迅速蔓延，全球金
融稳定倍受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
界范围内大流行，给全球金融市场带
来巨大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今年全球经济很可能会遭遇自
“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金融
稳，经济稳；金融活，经济活。面对
疫情防控和提振经济两大任务，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金融市场稳
定，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共同
选择。

金融实力是国防实力的“强后

盾”。为维持军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

力，近 20年来美国军费支出总额始终
居高不下，很多时候比全球第二到第
十经济体军费支出的总和还多。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可避免地引发
全球经济衰退，势必影响世界各个国
家的金融整体实力，加快各国国防资
源配置调整，推动全球国防军事力量
对比加速演变。

金融博弈是战略博弈的“高爆

点”。当代的大国博弈已经不仅局限于
军事上的直接冲突，也表现在金融市
场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外汇攻势引
发亚洲金融危机等，都是金融领域博
弈的典型案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一
些国家挥舞经济大棒，把调整金融政
策、转嫁经济危机作为政治博弈和战
略对抗的“急先锋”，使受疫情影响本
就十分疲软的全球经济形势雪上加
霜，国际经济秩序和战略格局面临前
所未有的冲击。

（二）

如果缺乏科学理论的有效指引，
就难以战胜各种安全风险，难以开创
国家安全事业新局面。维护金融安
全，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前瞻谋
划战略，科学设计指导，不断增强维
护金融安全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坚持集中领导与分类指导相统

一。金融安全涉及面广、联动性强，
复杂情况多，处置难度大，应加强集
中统一领导，强化分类指导，积极有
效应对。面对国际国内重大金融风
险，加强对各地区、各领域金融风险
防控工作的宏观领导和统筹协调，强
化跨部门、跨领域金融风险防控协
作，最大限度积聚起防控金融风险的
力量资源，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
融风险防控格局。同时，应注重分类
指导、精准施策，针对不同种类金融
风险、不同等级响应级别，采取针对

性的措施和解决方案，提高防范和化
解金融风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坚持防范为先与综合治理相结

合。金融风险诱发因素多元，平时不
易察觉，且联动关系复杂，应坚持以
防为先、以治为本。要立足于早识
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源头上防
治，在苗头上控制，及早阻断风险持
续积累、传播路径和势头，多用“慢
撒气”和“小手术”方式处置非系统
性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和爆
发。同时，着眼于国际与国内、政治
与军事、当前与预期等维度的统筹，
加强资源力量整合，注重系统性谋
划、交互式协同和立体式作战，打好
各地区、各领域衔接互补、进退有序
的组合拳。

坚持内控风险与外防溢出相统

筹。作为开放的经济体，国内金融市
场与国际金融市场高度关联，金融安
全内部风险与外部溢出风险同生共
存，内外因素交织联动、错综复杂。
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内深
入研判金融形势，科学识别金融风
险，树立正确的金融安全理念，积极
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确保金融
风险处于可防可控状态，保持自身
“肌体”健康。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国
和国际、地区组织间金融合作，推动
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络，阻断国际金
融风险溢出传导链路，打好外防溢出
风险主动仗。

（三）

进入 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
频频爆发，一次次为我们敲响了安全
警钟；国内经济转型步伐调整加快，
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累积。面对复杂严
峻的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应着眼国家
安全战略全局，加强前瞻谋划和顶层
设计，不断健全金融安全体制机制，
牢牢掌握维护金融安全的主动权。

加强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筹划。以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研究论
证金融安全问题，积极推动国家金融
安全规划战略出台落地，强化对金融
安全工作的战略引领。健全定期研究
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制定

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
安全决策水平。把金融安全保障能力
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统筹推进金
融安全科学技术、金融安全人才培
养、金融安全基础设施等大项任务。

提高金融风险预警监管能力。准
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
提。应注重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实现对金融风
险的识别、量化、监测、预警和防范，建
立金融业态风险预警评估模型和指标
体系，实现信息采集、量化评估、风险预
警的一体化处理，实时监测金融运行压
力状况，提高金融风险预警的灵敏度和
准确度。加强跨部门、跨行业监管协调
与合作，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的强大合
力，建设全方位、高效率的现代金融监
管体系，实现金融安全的多种屏障、不
同层级的隔离和防范，为维护金融安全
保驾护航。

守住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守住
底线，才有底气。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金融体系功能
正常发挥的基础，也是维护国家金融
安全的本质要求。要做好应对国际国
内金融市场各种不利局面和极端情况
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工作准备，
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改革与金融监
管的关系，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
一个隐患，对潜在风险隐患应密切监
测、早做预案，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
及时出手、有效应对，确保金融系统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应高度关注外部
国际金融风险冲击影响，密切跟踪世
界各国金融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国
际金融安全合作，在推动维护全球金
融安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健全国家金融安全法律体系。法
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
序。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金融监管制度，加强金融法治建
设，健全金融法律体系，逐步形成有
法可依、执法从严、违法必究的金融
法治环境，完善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过程中的领导决策、联防联控、动态
监管、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针对金
融安全新情况新问题，修改完善银行
业监督管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使之符合金融安全新
形势新要求。在国防教育法等法律法
规中补充金融安全宣传教育条款，提
高全体国民金融安全法律意识，构筑
维护金融安全的人民防线。

打好维护金融安全主动仗
■饶 侃 王 南

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
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不仅关乎金融自身发展，更是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金融
安全战略认知、战略规划和战略统筹，筑牢新时代防范系
统性金融风险防线，确保金融稳、经济活、国家安，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命题。

引

言

《军旗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

《规定（试行）》）自2020年5月1日起施

行。《规定（试行）》明确了军旗的基本构

成、基本式样、规格分类，规范了军旗授

予、请领、制作、发放等管理流程，为正确

使用军旗提供了法规依据。坚决贯彻落

实《规定（试行）》，关键是强化军旗意识，

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尊重、爱护和保卫

军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强军兴

军凝聚强大力量。

强化军旗意识，坚定广大官兵的理

想信念。战争年代，军旗高高飘扬，宣

示的是革命军人“革命理想高于天”“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理想信念。上甘

岭战役中，志愿军第 15军官兵经过殊

死较量、付出巨大牺牲，将一面布满381

个弹孔的旗帜插在上甘岭主峰阵地

上。正是靠着这股坚决完成任务、誓死

保家卫国的信念，志愿军战士打败了

“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创造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习主席亲自为新组建的大单位授

予军旗，大大增强了官兵的荣誉感和责

任感。《规定（试行）》施行后，隆重的授

旗仪式将成为改革的“标配”、强军的

“标配”。作为革命军人，我们要把军旗

意识牢牢扎根头脑，牢记统帅重托，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投身强军兴军事业的

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

强化军旗意识，鼓舞人民军队的战

斗精神。楚汉争霸时，刘邦派大将韩信

领兵攻打赵国。韩信趁赵军轻敌出击，

派奇兵攻占赵军大营，“拔赵旗，立汉赤

帜二千”。等赵军追击“背水一战”的汉

军无果、疲惫而归时，一看到城墙上飘扬

的汉军赤旗，立刻军心大乱、斗志全无，

很快被韩信击败。这场战争充分显现出

军旗对于一支军队士气和意志的重要

性。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革命先烈

们誓死捍卫军旗，“旗在人在、旗毁人亡”

支撑着广大官兵浴血沙场、冲锋陷阵。

和平时期，在抢险救灾、海外护航、抗击

疫情等行动中，军旗起到了鼓舞士气、提

升勇气的作用。通过强化军旗意识，进

一步引导官兵在军旗指引下当先锋、打

头阵，勇于攻坚克难、接续拼搏奋斗，努

力书写军旗下“最美身姿”“最美背影”

“最美逆行”的时代新篇。

强化军旗意识，像爱护生命一样爱

护军旗。对于革命军人来说，军旗的价

值和意义重于泰山、高于生命。尊重军

旗就是尊重军队历史，爱护军旗就是珍

视军人荣誉，保卫军旗就是维护军队形

象。首先，要熟悉军旗知识。每一名军

人都应主动学习军旗的基本知识，熟练

掌握军旗使用的相关程序，以规范的军

旗礼仪、严谨的使用态度，诠释“军旗就

是战斗旗帜，军旗就是军队标志”这一军

旗性质。其次，要严格执行规定。全面

贯彻落实《规定（试行）》，在工作中严格

按照规定使用和管理军旗，不能有丝毫

的违规操作和马虎大意。遇到违反军旗

使用规定，特别是损坏、玷污、丢弃军旗

等现象时，要坚决制止和纠正。再次，要

为军旗增光添彩。强化军旗意识，维护

军旗尊严，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体现在行

动上。广大官兵通过学习知识、苦练精

兵、爱岗敬业，抒发对军旗的敬仰，通过

执行重大演训、抢险救灾、海外护航等急

难险重任务，表达对军旗的尊崇，用热血

和汗水为军旗增添新的光彩。

把
军
旗
意
识
牢
牢
扎
根
头
脑

■
赵
文
涛

张
凤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