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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
员杜曙光报道：近日，军委后勤
保障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7部委
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在浙江省、福
建省漳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湖北
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 6个地区
开展军队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试
点。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
局领导介绍，试点工作是推动部
队饮食保障向区域化保障、集约
化供应、融合式发展转型的重要
举措。

此次试点遵循“军为首要、
依靠政府、平战一体、市场运作”
原则，着力突破军队自成体系、
旅团各自筹措传统模式，创新构
建“部队提报需求、地方政府搭
台、优质企业保障”副食品保障
新模式，提高部队能打仗、打胜
仗能力。

军队副食品是战斗力的重要
物质支撑，通过副食品区域集中筹
措，把这项事关部队战斗力的长远
性、基础性工作，根植于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最大限度挖
掘利用社会资源，将部队从繁杂的
保障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加聚焦备
战打仗。

试点突出备战打仗需要，部队
精准提报需求、主动接受保障、积
极参与管理，放手放权依靠政府，
凡地方能办的事都交给地方办，凡
政府能组织的都交由政府组织。
着力探索建在平时、用在战时、平
战适用的筹措供应模式，做到无缝
衔接、平战一体。坚持试点工作与
全面推开一体筹划，城区部队与小
远散单位通盘考虑，建设、管理、运
行和供应一体设计。

试点坚持战斗力标准，努力
探索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相适
应的副食品筹措供应新体系，创
新实践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的
组织管理、运行机制、筹措平台、
质量和技术标准、定价规则、评
审专家及供应商遴选、战时保障
链路、食品安全和保密工作，以
及战时保障基地培育、地方区域
经济支撑体系建设等，形成一套
军队副食品区域集中筹措方案、
一套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一套科学实用的标准和管理办
法、一套完备的战时筹措保障方
案等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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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候玉峰、特约记者董澄报
道：“直属单位要实现业务统管、资源
统配、标准统建……”前不久，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召开直属单位管理运行调
研视频会议，该学院领导、机关处长和
直属单位负责人以新修订的《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为依据，对照分析学院直
属单位存在的矛盾问题，拉单挂账，推
动各项改进工作落实落细，进一步明
确异地办学模式下，学院直属单位管
理运行的标准要求和工作思路。

学院党委在调研中发现，虽然直属
单位已实现权责区分，但实际运行仍存

在职能交叉、多头指挥、定位模糊等问
题。对此，学院制订出台管理运行办法
等，明确“直属党委统一领导、机关对口
指导、教学区协调督导”抓建要求，形成
党委机关集中精力抓谋划、直属单位集
中资源抓落实的抓建格局。

调整改革后，学院所属单位分处多
地，为了推动管理运行“异地同步”，学
院党委根据直属单位任务实际制订人
员、物资、设备调配方案，并建立领导分
区驻点、人员跨区轮换、任务协同保障
等 3项机制，实现跨区联动常态长效。
在此基础上，他们先后 5次组织专项调

研，以问题牵引“倒查”直属单位制度机
制建设漏洞，完善 20余项业务规范，推
动管理运行迈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提升抓建质效，必须向内深挖潜

能，激发运行活力。”学院领导告诉记者，
他们积极落实新修订的《纲要》要求，着
力提升直属单位自建能力水平。他们从
抓党务、抓业务、抓队伍3方面入手，制订
出台直属单位自身建设系列方案，建立
挂钩帮建和双向联络员制度，出台中心
运行规定、劳务派遣人员管理办法，狠抓
纪律规矩和安全防范，着力实现“任务自
转、矛盾自解、工作自谋”目标要求。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按纲抓建破解异地办学管理运行难题

管理异地同步 常态跨区联动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陈健报
道：4月下旬，记者在陆军某旅无人机连采访
时看到，连主官的案头，整齐张贴着组织建
设、战备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 4张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清单。该连指导员周广

杰告诉记者：“这 4张清单，是我们抓建基层
的好帮手。”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年初调研时发
现，由于部分基层主官对抓建基层思路
方法不清，导致工作出现偏差漏项，常常

是这头“捡了芝麻”，那头“丢了西瓜”，导
致一些基层单位建设发展不均衡，存在
短板弱项。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旅以学习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为主题，组织基层主官

进行专题培训，并对照新修订的《纲要》制订
基层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清单，将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按“月、周、天”进行细化，并梳理为组
织建设、战备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4
个方面21类具体事项。

大事小事有主次，按纲抓建效率高。近
日，该旅机务连指导员赵宾履新。由于缺乏
基层工作经验，面对连队千头万绪的工作，赵
宾一度无所适从。自从4张基层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清单下发以来，赵宾的工作思路日益
清晰，连队建设抓得有声有色。在前不久的
基层建设情况季度测评中，机务连顺利摘掉
后进“帽子”。

陆军某旅将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分解至“月、周、天”

4 张清单，助力主官抓建基层

本报讯 王浩明、特约通讯员徐喆报
道：4月下旬，海军某防空旅组织战备等级
转换演练。在演练现场，某防空营官兵对
照机关下发的《岗位职责手册》，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高标准完成既定任务。“随着岗

位职责进一步明确，新体制效能得到充分
发挥。”该营营长谭玉强告诉笔者。

该旅领导介绍，随着体制编制调整，许
多基层单位增设了参谋、工程师等岗位，但
不少官兵对于这些新增岗位的职责范围、

工作标准等不甚了解，难以胜任本职工
作。在去年组织的一次演练中，某营因几
名参谋之间权责不清，导致文电处理不够
及时，贻误了战机。

在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后，该旅决定从加强在职岗位培训入手，
不断提升官兵履职专业化水平。他们对新
增设的 20多个专业岗位的职责定位、工作
流程进行梳理，形成《岗位职责手册》，将各
岗位权责细化到“单人、单车、单架”，为官兵
高效履职提供了标准化规范。“以营参谋岗
位为例，手册对每名参谋的分工进行了细
化，避免了推诿扯皮的现象。”某营教导员沈
惟杰介绍。
《岗位职责手册》有效提升了各项任务

完成的质效。近日，在该旅组织的一次发射
演练中，某分队精准协同，导弹吊装速度明
显提升。

海军某旅将各岗位权责细化到“单人、单车、单架”

1 本手册，助推官兵高效履职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上接第七版）

（六）继承编

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
传承的基本制度。1985 年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继承
法。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个人和家庭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因
继承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根据我国
社会家庭结构、继承观念等方面的发展
变化，草案第六编“继承”在现行继承法
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继承制度，以满足
人民群众处理遗产的现实需要。第六编
共4章、45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六编第一章规
定了继承制度的基本规则，重申了国家
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规定了继承的基
本制度。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作
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规定相互有继
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难
以确定死亡时间的继承规则（草案第一
千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二是增加规
定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对继承权法定
丧失制度予以完善（草案第一千一百二
十五条第二款）。

2.关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是在被
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
情况下，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等均按
照法律规定确定的继承方式。第六编第
二章规定了法定继承制度，明确了继承
权男女平等原则，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

顺序和范围，以及遗产分配的基本制
度。同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完善
代位继承制度，增加规定被继承人的兄
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
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草案第
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

3.关于遗嘱继承和遗赠。遗嘱继承
是根据被继承人生前所立遗嘱处理遗产
的继承方式。第六编第三章规定了遗嘱
继承和遗赠制度，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
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遗嘱继承制度：
一是增加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
（草案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第一千一百
三十七条）。二是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
删除了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
先的规定，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4.关于遗产的处理。第六编第四章
规定了遗产处理的程序和规则，并在现
行继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
遗产处理的制度：一是增加遗产管理人
制度。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
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
草案增加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
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责和权利
等内容（草案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至第
一千一百四十九条）。二是完善遗赠扶
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
确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
为扶养人，以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
（草案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三是完善

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明确归国家
所有的无人继承遗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草案第一千一百六十条）。

（七）侵权责任编

侵权责任是民事主体侵害他人权益
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2009 年第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
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在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裁
侵权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草案第
七编“侵权责任”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针对侵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吸收借
鉴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侵权责任制
度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第七编共
10章、95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七编第一章规
定了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多数人侵权
的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
等一般规则。并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
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一是确立“自甘
风险”规则，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
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没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草案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二
是规定“自助行为”制度，明确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
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
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
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
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一百七
十七条）。

2.关于损害赔偿。第七编第二章规
定了侵害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赔偿规
则、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等。同时，在现行
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
进一步完善：一是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
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草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
二是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侵
权违法成本，草案增加规定，故意侵害他
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
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草案第一千一
百八十五条）。

3.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七
编第三章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
任，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网络侵权责
任，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等。
同时，草案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
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规定委托监
护的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九
条）。二是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为
了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平衡好网
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

草案细化了网络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
完善了权利人通知规则和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转通知规则（草案第一千一百九十
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

4.关于各种具体侵权责任。第七编
的其他各章分别对产品生产销售、机动车
交通事故、医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高
度危险、饲养动物、建筑物和物件等领域
的侵权责任规则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在
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内容作
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完善生产者、销售者
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增加规定，依照相
关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
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草案第一千二百零六条第二款）。二是
明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顺序，即先由机
动车强制保险理赔，不足部分由机动车商
业保险理赔，仍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草
案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三是进一步保
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明确医务人员的相
关说明义务，加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对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草案第一
千二百一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二十六
条）。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并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
和赔偿规则（草案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
条）。五是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完善高度
危险责任，明确占有或者使用高致病性危

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草案第一千二百三十九条）。六是完善
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为保障好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草案对高空抛物坠
物治理规则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规定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同时针对此类事件
处理的主要困难是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
题，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
清责任人，并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
止此类行为的发生（草案第一千二百五十
四条）。
（八）附则

草案最后部分“附则”明确了民法典
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
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
总则的关系。民法典施行后，上述民事
单行法律将被替代。因此，草案规定在
民法典施行之时，同步废止上述民事单
行法律（草案第一千二百六十条）。需要
说明的是，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
释》，作为与民法通则、婚姻法相关的法
律解释，也同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和

以上说明，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初夏，群山深处，火箭军某基地群众
性练兵比武活动拉开战幕。
“主干道东北方向约 50 米？”山路

旁，按图行进比武现场，所属某旅作训科
科长谢徐惠被泼了一盆冷水，第一个打
卡点竟然没找到！

看着一个个对手超过自己，冲向前方
密林深处，他急得涨红了脸。抹了一把额
头上的汗水，谢徐惠抽出指挥尺，将手中
的地图贴在树干上量了一下。
“跑过界了！”他一下子反应过来，赶

忙往回冲。“50 米……”在一个三岔路

口，他向着东北方向“步测距离”，终于在
一处隐蔽灌木丛中找到第一个点。

该基地领导介绍，此次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200多名机关干部、营连主官
和信息保障专业骨干同台竞技、激烈比
拼，锤炼实战本领。

要进比武场，先拿入场券。山下一处
空地，官兵先要经历一场残酷“烧脑”战。

第一批次抵达赛场后，各旅团参谋
部参谋和营连军事主官被分为多组，进
行图上“打卡点”标定作业。地图上，山
脊间道路犬牙交错，选手要在短时间内
标出 7个平面直角坐标“必经点”、2个复
杂地理坐标“加分点”。

有着丰富比武经验的“东风第一旅”
发射一营营长徐明，在此次比武中也碰
到了诸多挑战。

精准操作联通千里之外，精细保障

决胜分毫之间。在通信与指控装备技术
保障比武现场，随着考官一声令下，5名
选手各显身手。

剥电缆、剪线头、点焊锡……所属
某旅中士乔博打开“插头”，密密麻麻的
焊点令人眼花缭乱。只见他屏住呼吸，
拿起电烙铁，瞄准位置，动作麻利地点
上焊锡。

一份军事地图上，所属某旅发射七
连连长宋高兴仔细标绘目标区域、行军
路线等情况。动作迅速有序、标图清晰
易读……宋高兴坦言：“一张地图就像一
个陌生战场，如何带领官兵冲锋，是指挥
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指挥帐篷里，键盘敲击声连连，文书
拟制和特情处置对抗进行得如火如荼。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所属某旅政治工作
部谢干事快速应对，锤炼军事技能。

深 山 密 林 练 兵 忙
—火箭军某基地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见闻

■黄 洋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5月中旬，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组织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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