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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近年来，各级领导机关坚持依法抓建基层，下大
力做好为基层减负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个
别部队，还存在机关检查指导偏重查看登记统计和笔
记等文字材料，个别基层单位为迎检突击补笔记，“五
多”问题有反弹回潮的苗头。按照《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指导基层建设，机关要通过依法规范抓建秩序，把

为基层减负的工作做细做实。基层要按照《纲要》规
定的自主建设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能
脱离法规另搞土政策、土规定，也不能为迎检而搞自
我加码、自我增负。只有通过上下努力，以务实作风
和扎实行动真减负，才能真正让基层官兵摆脱无谓事
务，集中精力投身练兵备战。

有一次，该师某连队迎来一位检查
安全管理工作的机关干部。连队指导
员甘丹听说这次要检查的事项较多，便
赶紧放下手中工作，组织相关人员一起
迎接检查。

安全教育教案、官兵安全讨论记
录、后勤管理登记统计、训练安全风险
评估等几十项检查内容，需要一个个找
出相应材料以备检查，指导员和文书忙
得团团转。

检查持续了很长时间，眼看连队
按计划还有不少工作未完成，甘指导
员抓紧时间汇报了“电箱未上锁”“电
脑杀毒病毒库更新不及时”等几个小
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汇报了下一步
改进的措施。检查人员记录在册后才
结束了检查。

事后，甘指导员坦言，自从连队前
期因为安全问题受到团领导批评后，

机关来连队检查的次数明显增多，检
查内容也更多了。一些机关检查人员
到连队后主要查看文字材料，个别人
感到“文字材料方便直观，也容易发现
问题”。

这种现象时有发生。该师领导在
调研中发现，个别机关干部一线调研意
识不强，习惯通过看材料评价基层工
作；个别人开展工作随意性较大，有时
想到什么检查什么，容易给基层带来忙
乱；还有的观念意识有偏差，把检查出
基层问题当作工作“出成果”。

检查督导重“纸上功夫”不重末端
问效，不仅容易造成工作片面，还容易
使基层忙于应付，形成不实作风。该师
党委带领机关深刻反思检讨，他们对照
《纲要》要求，对以往下基层检查督导作
风不实的人员进行严肃批评、责令整
改。进行《纲要》学习培训时，该师组织

机关干部围绕“机关如何转变指导方
式”进行讨论辨析，引导大家理清抓建
基层工作思路，培养扎实搞调研的作风
和本领。

师党委注重制度建设，加强科学
统筹，对机关下基层开展经常性检查
的时机和内容作了规范。明确要求机
关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时，不得让基
层提供条令条例规定之外的登记统计
材料，机关严格按照“周、月、季”工作
计划指导基层工作，严禁随意对基层
进行检查评比。

前不久，某团组织士兵接待日时，
有战士反映连队伙食质量差。第二
天，团军需股股长马原就来到连队，
直奔食堂查看库室管理、食谱制订、
炊事员能力水平等情况，并听取战士
对伙食管理的意见。调研发现，该连
队炊事员水平有限，做出的饭菜味道

欠佳，便想通过多添加调味品的办法
给饭菜“提味”。发现问题后，团队从
源头抓起，分期对基层炊事员队伍进
行集中培训，邀请专业厨师授课，在
提高饭菜加工精细度上下功夫。经过
一段时间实践，基层连队伙食质量有
了明显提高。

机关感言

某团保卫股股长杨继年：机关下基

层指导检查工作，盯着登记统计等材料

找问题，是作风不实的表现。原因在于

机关服务基层的思想树得不牢，对基层

情况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这样的检查

只能发现表面问题，发现不了深层次问

题和实质问题，更别提能拿出科学管

用、让官兵认可服气的抓建意见，只会

给基层增加负担。依法指导抓建，必须

端正指导思想，注重调查、研究、思考，

从基层工作实践和落实质效中发现问

题、找寻方法路子，决不能靠工作“痕

迹”来评判工作。机关人员必须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拿出扎实过硬工作作风，

通过科学统筹、精准施策，真正查出问

题、抓到点上、帮出实效，成为受基层欢

迎的检查人员。

各尽职责，不让“五多”反弹回潮
——新疆军区某师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为基层减负的见闻

■王学恩 胡世坚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清悦

话题一 为基层减负，机关该咋做？

指导帮建不唯“纸上功夫”

“有天深夜，我加完班回去路过某
连队，发现他们还在忙……”有一次，该
师领导到基层调研时，一名机关干部反
映了这样的情况。

连队为何要加班加点到深夜？调查
得知，该连是团里的先进连队，为保持先
进，连队各项工作都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那次，连队得知第二天上级可能要
到连队检查政治教育情况，就自发组织
对官兵教育笔记进行检查，要求官兵统
一笔记格式，对不符合要求的抓紧加班
补记整改。
“笔记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全面

真实反映教育效果。”这个连队的指导
员坦言，明知这样做会牵扯官兵精力，
也不符合《纲要》规定，但“就是想保持

工作高标准，在检查中取得好成绩”。
还有一次，某连队接到营里精心制

订的党团日学习活动计划，发现学习内
容、时间节点，这些要素都很详细，按照
这个计划抓好落实就可以了。但为了
体现对工作的重视，连队还是组织人员
对营计划表做了细微调整，在此基础上
制订出一份连队计划表。

分析这些现象，该师领导感到，近
年来，机关大力纠治“五多”为基层减压
释负，取得了一定效果。基层自主发挥
空间更大，可以集中精力练兵备战。但
实际工作中，个别连队为片面追求高标
准，或争取获得“加分项”，搞一些法规
制度之外的增负举措，干扰了基层正常
秩序。

经过研究，该师一方面要求基层严
格按照规定落实工作，严禁自主抓建
中，对与战斗力关联不大的工作进行层
层加码。另一方面要求机关对基层建
设加强督导，定期对基层自主抓建工作
跟踪问效，发现问题及时纠治，对基层
随意提高标准的做法坚决叫停，确保基
层按纲自主建设，把功夫下在经常性基
础性工作落实上。

取消单独的干部讲评、士官讲评，
明确“干部士官讲评材料”是基层唯
一的讲评材料；每月党团课教育，团
一级或者营一级集体组织后，连队不
必围绕同一主题重复组织……前不
久，该师领导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按照条令条例和《纲要》规定，组织机

关对登记统计等材料进行规范，废
除、合并了多项不符合要求的登记统
计材料。

基层感言

某团一营机枪连指导员唐鸿飞：

基层在一些与战斗力关联不大的工作

中“自我增负”，分析原因，既与机关严

格落实法规制度要求导向不鲜明有关

系，也与基层自主抓建方向不明晰、能

力有短板有关系。对基层而言，就是

要严格落实《纲要》规定的战备、训练、

思想政治工作、日常管理工作，坚持在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上下细功夫、实功

夫、长功夫，坚持聚焦能打胜仗用功用

力，不能因片面追求工作“亮点”“特

色”而导致官兵精力分散外移。落实

法规制度时，重在一个“实”字，重在末

端问效。就拿规范登记统计等文字材

料来说，除落实好“七本、五簿、三表、

一册”外，决不能搞层层加码、自我增

负，这样才能根据基层实际，始终确保

自主抓建秩序正规。

话题二 主动减负，基层该咋做？

“自主抓建”莫成“自我增负”

“谢谢，谢谢……”广西壮族自治
区融安县一户二层小楼里，廖奶奶紧
紧拉着前来看望她的融安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阳红斌的手，用浓重的方言
表达谢意。

望着整饰一新的二层小楼，听着
退役军人小廖怀中二宝的笑声，阳红
斌知道，这个曾陷入困境的家庭已重
获生机。

2017年，一场车祸导致小廖的父
亲去世，母亲双脚残疾，两岁的儿子也
受了伤。巨额的医疗费用，使好不容
易摘掉贫困户帽子的家庭重新返贫。

融安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
小廖的家庭符合退役军人、残疾人、未
成年人以及贫困户 4种特殊情况。他
们一边上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柳州市人民检察院，一边着手启动
司法救助程序，同时迅速联系残联、医
院，帮助小廖母亲办理残疾证，和当地
乡镇政府确认小廖家再次返贫的实情。

去年 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崔智友来到
小廖家中，代表检察机关将司法救助
金送到这位退役军人手中。

你守护万家灯火，我护你后顾无
忧。2018年 4月，全国检察机关统一启
动“深入推进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项
活动。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将退
役军人纳入军人军属范围，一并作为重
点救助对象。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
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
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下发，进一步加大
了涉军司法救助力度。短时间内，全
国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军人军属和退役
军人百余人，发放救助金数百万元。
“我是上过战场的老兵，如今家庭

遇到了困难，请人民检察院帮帮我！”
去年，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服务热线，接到 91岁老兵刘老打来的
电话。

办案检察官聂连斌了解到，刘老
是参加过淮海战役、济南战役的老英
雄，2013 年，刘老的妻子与邻居因土
地归属权发生纠纷，腰部受伤。老人
受伤后一直瘫痪在床，后又被确诊为
抑郁症，生活不能自理。刘老虽有一
些补助，但儿女没有固定收入，医疗费
用难以为继。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聂检察

官判断，刘老家的情况基本符合司法救
助条件，报上级批准后，立即启动司法
救助程序。在协助刘老递交生活困难
的相关证明后，考虑到该案是邻里纠
纷，检察官便主动释法说理调解双方矛
盾。最终老人邻居被法院适用缓刑，并
主动赔偿，刘老和妻子对结果表示满
意。拿到救助金时，在医院陪护老伴的
刘老热泪盈眶：“党和国家还记挂着我，
我特别感动！”

这起案件是广饶县第一起涉军司
法救助案件，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到
该案后，以此为契机，就涉军司法救助

与检察机关进一步沟通，并会签相关文
件，推动精准救助走上制度化轨道。

近年来，主动发现线索、加强部门
沟通，实施多元化救助是检察机关开展
涉军司法救助的显著特点。江苏省海
安市人民检察院跨市联动救助让群众
少跑路，同时与民政部门协调，开通低
保审批绿色通道，实现对军人军属的多
元救助；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检察院引入
律师作为第三方力量，参与从救助申请
到救助金发放的全过程，实现检律互
补，提升了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一次，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检察院
在受理一名军嫂的维权案件时，主动
与其户籍所在地的湖北省罗田县人民
检察院联系，深入了解这名军嫂家庭
的详细情况，最终争取到司法救助金。

据最高检有关领导介绍，下一步，
各级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将建
立统筹协调机制，强力推进涉军司法
救助工作常态化，促进司法救助工作
与拥军优属工作紧密衔接，共同维护
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将党
的温暖和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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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 81 集团军某旅组织炮
长专业考核，某装步连新兵王吉兴勇
夺第一，引起战友关注。走下训练
场，王吉兴感言，平时苦练各型装备
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为了战场
能打胜仗。

以前组织考核时，个别老炮长习
惯用自己平时使用的装备，考前突击
训练一番往往就能取得较好成绩。后
来，该旅注重从实战需求出发，组织
考核时，现场随机指定装备，并依法
加大考核督查力度，这让一些老兵很
不适应。

这次考核，王吉兴由于平时苦练各
型装备，临考不乱，取得好成绩。

训练中应该把准星瞄向哪里？“训不
实”“考不严”造成了多少训练“跑冒滴
漏”？该旅党委调研发现，个别官兵为了

提高训练成绩，使用自己准备的装备应
考、平时训练追求“一招鲜”等“练为考”
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有一次组织抽
考，某连队为取得总评好成绩，选择性放
松一些“偏远”课目的训练，表面看起来
是以考促训，实际上扰乱了正常训练计
划，出现了缺训漏训课目。

结合学习贯彻新军事训练大纲与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该旅狠抓本级
考评，立起从严训练督查的鲜明导
向，采取交叉互考、谁训谁考、考核
监察、智能考评等方式，坚决查纠考
训分离、“练为考”等问题。工作中，
他们抓实末端考核、全程考评，不以
一考定成败，从源头掐掉训练虚花。

新军事训练大纲中，防化专业的
全身防护课目调整为战斗状态下全身
防护，增加了难度。旅里临时抽考时

依法严格监督，参考单位按照标准如
实迎考，尽管成绩比不上以往，但考
出了真实水平，发现了训练短板，激
发了官兵训练热情。考核后，各连严
格按照标准认真训练补短，半个月后
训练成绩明显提高。

平时战时一个标准，训练才能实现
严紧实。年初，该旅组织实弹射击时随
机加入实战背景、战术对抗，提高训练
考核标准。部队既训练了射击本领，又
锤炼检验了步战车与坦克、步兵与战车
等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战斗班之间的
战术对抗水平。

第81集团军某旅依法查纠“练为考”现象

平时多较真 战时少出错
■杨凌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江雨春

图为广西融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和县人武部领导到退役军人家中调研，

了解司法救助开展情况。 李慧波摄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10余项专业30多个训练课目的比武竞赛活动，旅纪检人员和风气监督员参与全程监督。

李国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