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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裴贤、苗鹏报道：近
日，山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出台
《关于推动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涉及国防动
员系统 10个领域共 43个方面的工作进
行详细规定。军地44个厅（局、办）各自
认领任务，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明确
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共同破解新形势
下国防动员发展难题。

多年来，山西省军地高度重视国防
动员建设，不断创新国防动员体制机
制，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
发展。随着省军区系统改革落地，新的

编制体制正式运行，国防动员建设进入
了改革转型的新阶段。为了适应省军
区体系重塑后的新职能新使命，破解制
约国防动员建设的瓶颈难题，去年6月，
山西省军区成立深化国防动员改革课
题组，组织国防动员改革研究攻关。

据了解，《意见》由省军区起草报送
省政府立项，省军区常委先后 4次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多次召开改革工作推进
会，集中组织研究讨论，广泛征求驻晋
部队 140余个团以上单位意见建议，并
与省政府各厅（局、办）等相关职能部门
充分协调沟通。该省军区动员局参谋

薛向锋介绍，《意见》围绕国防动员工作
的改革创新问题，聚焦国防动员主责主
业，涵盖了国防动员领导指挥体系、后
备力量、人民防空、国防交通、国防经济
动员、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双拥工作、
军民融合、党管武装等领域。

“新”是《意见》的一大特点。《意见》
在多项内容上紧紧围绕改革使命任务
的变化作出明确规定：在国防动员领导
指挥体系方面，明确要重组国防动员组
织领导机构、重建国动委组织运行机
制、重塑国防动员战时指挥架构、重构
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体制；在后备力
量建设方面，构建民兵组织新格局、创
建民兵编组新模式、打造应急力量新体
系、走出民兵训练新路子、拓展民兵管
理新手段、规范民兵保障新机制；在国
防交通方面，加快实现国防交通保障集
约化、军事化、体系化。

为确保文件落细落实，《意见》强调
发挥地方党委政府在国防动员中的主
导作用，明确了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
例如将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纳入地
方统计调查体系，明确统计部门权责，
把国防动员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任期目标，纳入机关部门绩效评
价体系，纳入巡视监督范畴，加大考核
监察力度。同时，《意见》注重制度保
障，坚持在法律框架下推进改革，明确
提出要建立的法规制度有47项。如今，
山西省国防动员系统体制机制正在逐
步理顺，后备力量建设“六新”转型、人
民防空“五个三”提质增效工程、国防交
通综合保障能力“三化”建设等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该省军区动员局局长张
太平说：“《意见》的实施，把完善国防动
员体系落到实处，将全面构建具有山西
特色的新型国防动员体系。”

山西省出台文件理顺新形势下国防动员建设思路

军地明确职责使命站好国防动员岗
文件涵盖国防动员领导指挥体系、后备力量、人民防空等10个

领域43个方面，将任务分配到军地44个厅（局、办）

又是一年重阳节。走访慰问老
干部、为老干部排忧解难、与老干部
共同联欢……节日期间，全国各地、
全军各部队纷纷开展敬老、爱老、为
老干部服务活动，让老兵们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尊崇和战友们的关爱。

习主席指出，老干部是党执政兴
国的重要资源，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军队老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是人民军队发
展、壮大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戎
马一生、奋斗一生，为新中国的解放、
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是
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习的榜样。

用好老干部的精神财富，是传承
红色基因的重要内容。国家国防教
育办公室在部署今年国防教育工作
安排时要求，以“广泛开展‘讲英雄故
事、学革命先烈、做红色传人’主题实
践活动”推动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
程。军队离退休老干部是革命红色
基因的缔造者和弘扬者，他们在战争
年代用鲜血铸就的战斗精神，在和平
建设时期展现的国防情怀，是红色基
因的直观体现。学习老干部的国防
精神，能为强军兴军注入奔腾的动
力，也是保证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
仗的重要基础。

在老干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
民军队的本色，看到了革命军人的担
当，必须坚持向他们学习。一是学习
他们的英雄事迹。人民军队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革命前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老干部有的曾多次参战，有的多
次执行过大型抢险救援任务，有的参
与过重大演训、重大科研攻关……他
们的经历是开展红色教育的鲜活教
材；二是学习他们的过硬作风。许多
老干部功勋卓著，但他们不居功自
傲、不放松自我要求，生活简朴、严于
律己，保持了革命军人应有的品格，
他们的作风为纯正部队风气树立了
榜样；三是学习他们的人生追求。退
休不褪色，是老干部的真实写照。很
多老干部不仅长年给部队讲党史、军
史，而且积极配合地方有关部门为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国防
教育、宣传国防知识，他们毕生奉献
国防的精神，应成为每一名军人永远
的追求。

全社会和各级部队要使用好老
干部的宝贵精神财富，更要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在政治上关心老干部，及
时为他们讲解党的新政策、军队的新
变化，让老干部始终同党、国家和军
队的发展同频共振；在生活上照顾老
干部，组织好走访慰问工作，严格落
实老干部体检制度，并组织好老干部
外出学习、旅行等活动；在精神上关
怀老干部，各单位要配合地方军休
所、部队干休所开展好老干部的文化

活动，通过与现役官兵互动等方式，
丰富老干部的精神生活。

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写
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
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
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
天万里霜。”军队老干部虽然年事已
高，但他们的爱党、爱国之心和国防
情怀永远不会老，他们的作战经验和
部队建设经验永远不会老。老干部
们既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榜
样，既是我们的战友，也是我们的老
师，我们要在敬老爱老的过程中传承
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服务于军队建
设，服务于练兵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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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我国第五个“扶贫日”，10月上旬，贵州省务川县人武部40余名民兵组成脱贫攻坚突击队和“尖刀班”，到泥高镇老鹰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搬运沙子、水
泥、砖、瓦共计300余吨，得到了当地群众好评。图为在险难路段，民兵牵着骡子运送砖、瓦等材料。 李兴鹏摄

本报讯 向晓东、特约记者张强
报道：“有了这些种羊，我的养殖技术
就有用武之地了，脱贫致富更有希望
了。感谢亲人解放军！”维吾尔族村民
艾买提?尕依提的心情，就像这金秋的
天空一样清爽。当天，阿克苏军分区
把购买的 1200多头胎羊发放到 175个
贫困户手中，艾买提?尕依提成为获益
者之一。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疆阿克苏
长期以来因为社会依托条件差，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多年来，该军分区把精准
扶贫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在多次调研走

访、摸清底数基础上，推出一系列务实
举措，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因人施策，确保帮扶效果。乌什
县乌什镇阿合塔麻扎村村民阿米乃
木?托合提，丈夫早年去世，独自拉扯
着 1儿 2女，生活艰难。该县人武部部
长李乐东得知她懂得奶牛养殖技术，
便 筹 措 12000多 元 为 其 买 回 一 头 奶
牛。托合提的儿子虽有修车技术，但
因语言不通一直未找到工作。李乐东
又多方协调，最终在一个大型修理厂
为其找到了工作。如今，一家四口的
生活得到改善，托合提计划着明年再

买进几头牛。
李乐东的帮扶故事，仅是该军分

区“1+1”帮扶活动的缩影。近年来，
该军分区有 49名团以上干部与 49个
贫困户结对认亲，先后帮助 34名辍学
儿童重返校园，32名村民摘掉了贫困
帽子。

带领群众致富，离不开一个过硬的
党支部。为帮英阿特村建强党支部，某
边防团先后投入 20多万元为其改善办
公和学习条件，并定期对党员干部就党
务知识进行专门培训，提升其筹划自身
建设、团结群众发展的能力。如今，在

党支部“一班人”带领下，乡村经济越来
越活跃，村民年人均收入增长 2000多
元。在此基础上，该军分区推广他们的
经验，所属团级单位与相应贫困村结对
共建，先后带动 3个村党支部从“后进”
跃入先进行列。

激发群众脱贫动力，还要有致富带
头人的示范作用。在驻地，很多民兵都
有一技之长。鉴于此，该军分区协调驻
地党委政府出台鼓励性政策，为民兵创
业提供有利条件。如今，很多人成为当
地有名的致富带头人。曾担任过拜城
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排长的依买尔?
吐尼亚孜，发挥自己懂装修的特长成立
了民兵装修队，不但为自己创收，还吸
纳了12名贫困群众就业。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是子弟兵最
感幸福和自豪的事！”该军分区政委王
升琪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访民
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以来，他们与
地方政府合力啃下了多个“硬骨头”。
目前，已帮助 1000余人实现脱贫，两个
贫困村整体摘帽。

阿克苏军分区助力少数民族群众脱贫

西部边陲奏响富民曲
本报讯 记者汪娜、辛悦报道：10

月 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57名退役
士兵走进北京梦肌肉国际健身学院，
开 始 为 期 3个 月 的 健 身 职 业 技 能 培
训。学院负责人柴波介绍：“当前，健
身 行 业 迅 猛 发 展 ，健 身 教 练 供 不 应
求，退役军人身体素质好、政治素养
高、团队意识强，是行业内受青睐的
教练人选。”

走进该学院培训基地，记者立刻
被鲜明的军营元素吸引。无论是训练
室里响亮的口令，还是宿舍内严整的
内务，都让人仿佛置身军营。培训期
间，基地对退役士兵进行全封闭半军
事化管理，在日常培训课程之外，安排
了早操和晚点名等环节。培训教官很
多也都是退役军人，魏新峰就是其中
之一。2004年退伍后，他成为一名健
身教练，十分看好退役军人在健身行

业的发展前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证
明。当教练不仅让我们在部队的特长
得到发挥，还收获体面的薪资，是退伍
再就业的很好选择。”

记者翻看课程表发现，培训设置
了职业健身健美竞技培训、体适能训
练、运动损伤防护等 6个板块共 10多
门特色专业课程，区分理论学习和实
际操作两部分进行。培训结束后，学
员参加由国家人社部门统一组织的资
格认证考试，取得国家教练员职业资
格 教 练 证 书 后 ，经 基 地 推 荐 上 岗 就
业。目前，该学院已同 50家用人单位
近千家门店签订了输送健身专职人才
合约，确保培训一个、合格一个、就业
一个。该学院培养的 1200多名退役士
兵经过培训考核成为职业资格教练，
走上工作岗位，有的退役士兵还成立
了自己的健身工作室。

退役军人进基地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健身行业成为就业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