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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特约记者
陈晓霞报道：夜晚的山城光影交错、异
常炫目。连日来，10名“火线上的生命
救护者”的光影故事在重庆市 50个地
标建筑、累计 3322个巨屏 LED刊播点
同时点亮，刹那间，英雄的身影照亮山
城。这 10名战“疫”英雄中，有 3位是
来自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他们
分别来自驻地的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第二、第三附属医院。

“解放军医疗队除夕夜紧急驰援
武汉，在抗疫一线艰苦奋斗、迎难而
上、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他们
3位是解放军医疗队先进人物的代表，
我们要用他们的榜样力量强人心、暖
人心、聚人心。”策划此次“战‘疫’英
雄?最美的你”专题宣传活动的重庆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 3位军队医疗队队员中既有在
烈性传染病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传染病
专家毛青，也有多次参加海上、高原卫
勤任务和国际医疗救助活动的宋彩
萍，战友们说“哪里最忙，哪里就有她
的身影”。除夕夜出发至今，宋彩萍始
终坚守抗疫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一名革命女军人敢打硬仗、能打硬仗
的钢铁形象。退伍不褪色的护士赵孝
英，每日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贴心护理
她所负责的 50张床位的患者，了解他
们所想所需，为他们加油鼓劲。一位
重症肌无力患者没有带药物，赵孝英
及时发现并马上解决此事。

“看到‘迷彩服’，我们就有安全
感。”市民张先生在看到地处渝中区地
标建筑解放碑LED屏幕上滚动播出的
宋彩萍的巨幅照片时感慨地说，“解放
军急人民群众所急，解人民群众所难，
第一时间冲在前、干在前，有他们在，
就没有打不胜的仗。”张先生用手机拍
摄了屏幕上宋彩萍的迷彩照，转发给
了亲朋好友，他说：“解放军医疗队的
英雄事迹个个杠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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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攀、记者苗鹏报道：“没
想到干部考核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没
想到考察要素兼顾得如此周全，没想到
疫情之下组织得如此高效！”近日，山西
省军区着眼疫情防控要求，利用3天时
间对74名军分区师团职领导进行了一
场“远程”考核，参加完考核的忻州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张新文用“三个没想
到”表达了参考人员的普遍感受。

走进设在省军区作战指挥大厅的
主考场，个人述职环节正在紧张进行，
一块展现考核“全要素”的大屏随即映
入眼帘：依次显示考核人员多媒体述
职课件、单位建设实绩情况、分考场实
时场景、现场评分计时界面。主屏幕
两侧各有 8块副屏，分别显示各军分
区分考场和被考核人员不同视角画
面。述职结束后，主考官现场出题，评
委补充提问，限时作答。根据参考者

答题过程中表现出的理论功底、思维
层次、应变能力等现场评分、统分、公
布成绩。

记者看到，虽然很大程度借助网络
远程考核，但很多细节处理得非常严
谨。例如在民主测评启封、统计，集体
面谈汇总成绩时，纪检人员都要现场确
认；利用自动算分系统与计时系统，打
分计算、回答计时实时投屏；评委实名
评分，主考官签字汇分，考核全程录像
纪实。同时，考核还实现了司令员与司
令员比、政委与政委比、处长与处长比，
呈现出“同类人员、同台竞技、分类考
核、线性比较”的特点。省军区领导说：

“受当前疫情影响，因时因势创新考核
方式，探索总结同类岗位、同一职级干
部大范围横向比较的类比量化考核办
法，为党委考察识别干部和选人用人提
供了准确依据。”

山西省军区探索疫情防控条件下干部考核新模式

远程线上综合考 类比量化评高下

本报讯 任忠、程福明报道：“这个
枝头要掐掉，营养才会集中到花上。”3
月 2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厉庄
镇河墩村的樱桃温室大棚里，连云港警
备区请来的农技师刘长亮正在指导农
户进行花期管理。看着即将挂果的樱
桃树，河墩村村支书董鲁鲁对如期脱贫
充满信心。

河墩村地处苏北老区，村民收入主
要靠农业生产，经济发展落后，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124户。连云港警备
区与该村结成帮扶对子后，邀请连云港
农业委员会的农技专家到河墩村实地
考察，发现该村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
足，适合种植温室大棚蔬菜水果。该警
备区和村委会商量决定，通过土地流转
集中建设发展温室大棚项目，帮助村民
脱贫致富。

程波是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警
备区帮扶的温室大棚建成后，他带头承
包了 5个，一年下来收入 17万，第二年
又承包了4个，还安排了10多个贫困户

在大棚工作，收入也水涨船高。今年，
警备区将帮扶村里再建10个温室大棚
发展蓝莓种植产业，由专业的农业公司
提供经营和技术指导，预计每个大棚产
蓝莓 3400斤。村民李昌英算了一笔
账，自家土地流转每亩每年 800元，在
大棚打工一个月工资1800元，“在家门
口打工啥事都不耽搁，相信将来的日子
更红火。”

“建温室大棚是第一步，接下来，我
们还要帮助群众推荐大棚种植品种，
继续把村里的大棚产业发展好。”该警
备区领导说，他们在进行市场调研时
发现，蔬菜大棚种植户越来越多，效益
很难再有大的提升，而人们的消费水
平正在逐步升级，高品质水果具有很
好的市场前景。找准种植方向，警备
区便动员村民转种高品质水果，得到
积极响应。去年，河墩村在大棚里种植
了火龙果和樱桃，现在，120余棵樱桃
树已进入花期，预计四月中下旬就可以
上市。

江苏省连云港警备区助力贫困村发展种植经济

温室大棚成村民致富“聚宝棚”

近日，新疆巴音郭楞军分区某部以“五小”活动为牵引，开展经常性比武竞赛活动，提升官兵打赢能力。图为官兵进行负重组合项目竞赛。 耿学栋摄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战“ 疫 ”闻 思 录

火神山、雷神山 2座医院拔地而
起，16家方舱医院建立，346支医疗队
共 4.2万名医护人员援鄂战“疫”，抗疫
物资源源不断流向战“疫”前线……在
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我们见证了一场强有力的动员
行动。

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教育
培训中心孔昭君教授说：“此次战‘疫’，
国民经济动员机制在物资保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非典”危机开启了我国全
面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之路，国民经
济动员从单纯应战走向了应战应急一
体化道路。17年后的今天，国民经济动
员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显示出
强大威力。未来的经济动员又会走向
何方？透视战“疫”中的点点滴滴，或可
窥一二。

动员转产体现“中国
速度”

1月下旬，武汉多家医院口罩储备
已近“零库存”，通过微博等平台向社会
募捐。

3月上旬，我国的口罩产能已从
2000万只/天扩大到1.8亿只/天。

从战“疫”初期医疗防护物资不足
到各类物资的充足供应，折射的是我国
强大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

疫情发生后，各地积极动员相关企
业迅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转产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用品领域，使得相关产能
迅速扩大，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战“疫”前
线医疗用品紧张。江西某户外用品生
产公司半个月内就将现有生产设备改
造成 1条半自动化口罩生产线、2条防
护服生产线，同时引进 2条全自动口罩
生产线，目前该公司日口罩产量达 60
余万只。据天眼查数据显示，以工商注
册变更信息为标准，自 2020年 1月 1日
至 2月 7日，全国超过 3000家企业经营
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

温仪、医疗器械”等业务。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装备动员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刘智明认为，这次大规
模企业转产是战时经济动员的一次有
力检验。宁夏国防动员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曹小东说：“转产企业中有些不在
经济动员名单上，这有助于我们下一
步探索各级国民经济动员中心建设布
局、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动员潜力掌
握等。”

唱响经济动员与应
急管理合奏曲

抗击疫情，与时间赛跑。国民经济
动员的应战应急能力和平战转换速度
在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得到了检验。

山东某服装企业转产医用防护服，
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企业准备申报材料、
样品送检，从正式办理、开通审批绿色
通道，到最终拿到执照，只用了 30分钟
时间；宁夏某电气智能装备动员中心闻
令而动，迅速启动战时经济动员模式，
在4天多时间内完成了原本需要近1个
月的生产任务，生产 42套电力设备；江
西省省级运输动员中心——萍乡市某
物流有限公司全力保障抗疫物资运输，
共组织物流运输235车次……

建立健全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
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必须要
在实现国防动员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
的深层次有效衔接上多下工夫。在山
东，省经济动员办公室及时修订应急动
员保障预案，组织对全省副食品类、医
疗卫生类国民经济动员中心进行专项
潜力调查，摸清动员潜力底数，并上报
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在河北，省国民
经济（装备）动员办公室要求相关企业
动员小组组长或关键岗位主要领导立
即返岗指挥，协调防护物品生产企业及
时复工复产，保障军粮、防护物品和救
援物资供应供给。

“我们看到，要切实发挥国民经济

动员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就
要抓好国民经济动员与应急管理的预
案对接、体制对接、机制对接，拓展协
同联动的渠道路径。”北京理工大学有
关专家介绍，他们申请了国防动员体
制机制应战应急协同路径研究的课题，
旨在实现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改革的破
局腾飞。

经济动员搭上高科
技快车

连日来，河北某纺织有限公司接到
了多张巨额订单，他们为应对疫情紧
急研制出的某高强负压双层隔离帐篷
在抗疫一线得到了检验。近日，河北
省国民经济(装备)动员办公室下发通
知，认定这个建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工作站的公司为省级国民经济(装备)动
员中心。

3月19日，江西省军区组织疫情防
控下国防动员准备研讨交流会，办公室
主任和各单位 1名领导对疫情防控国
防动员准备作了反思发言，其中热点话
题之一是：经济动员领域也应该考虑在
非涉密领域建立一个连接军地、面向诸
军兵种的供需透明的大数据平台。

在国防动员战线，有这种想法的人
不在少数。前几年，各省军区都借力当
地大数据企业、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国防
动员，人防系统也在逐步推进“人防云”
的建设，各经济动员中心都不同程度使
用了大数据判断市场需求，但彼此之间
的系统需要进一步融合，打通“最后一
公里”。

“这次抗击疫情让我们认识到，经
济动员搭上高科技宜早不宜迟。”很多
国防动员系统领导告诉记者，信息动
员、科技动员、智慧动员将成为未来经
济动员的重要方面，下一步，他们将结
合此次抗疫中经济动员的实践经验，紧
抓经济动员演练，并依此建立经济动员
数据库，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精尖
技术在经济动员领域落地生根。

挖掘潜力服务应战应急
——国防动员战线在疫情防控中的经济动员闻思录

■本报记者 程 荣 通讯员 周 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