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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过境部队官兵由“吃得饱”向
“吃得好”转变、由定点供应向随机供
应拓展、由常规供应向大批量供应延
伸……前不久，在浙江省2020年军供保
障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盘点浙江军供
系统“十三五”期间的工作成绩时亮点
频现。

“这与我们加挂一副牌子密切相
关。”该省军供站站长何铁峰介绍说，
2016年 7月，经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批准，浙江省军供站增挂“省军
供保障指导中心”的牌子。4年多来，该
军供站在抓好本单位工作的同时，认真
履行指导全省军供系统建设等职责，推
动浙江大地军用饮食保障水平不断迈
上新台阶。

“门外汉”转身成为“明白人”

杭州军供站站长莫菲迪于2019年7
月从外单位调入，不到一年时间，便成
为军用饮食保障工作的行家里手，不仅
能够熟练地与部队相关部门协调对接，

而且多次成功开展热食前送，还组织力
量对应急烹饪方法进行了改进。像莫
菲迪一样，近年来，全省军供系统多名
干部职工实现了从“门外汉”到“明白
人”的华丽转身。

“这种转变离不开浙江省军供站组
织开展的业务培训。”杭州军代室主任
潘勇奇介绍说，军供系统单位数量少、
分布散，平时工作缺乏传帮带，人员业
务素质偏弱成为制约工作创新发展的
一大瓶颈。浙江省军供站以建立全省
军供联席会议制度为契机，每年定期牵
头举办业务骨干集训，邀请专家学者和
经验丰富的军代表进行授课。

“要想搞好指导，必须补齐短板。”
何铁峰介绍说，作为指导中心，既要让
下一级单位知道干什么，又要让他们知
道怎么干。随着培训工作的深入开展，
全省军供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笔者在浙江省军供保障工作会议
上发现，与会人员围绕增强人员应急能
力、提高装备器材科技含量、强化协调
配合意识等方面，提出专业性很强的意
见建议，描摹该省“十四五”期间军供建

设的美好蓝图。

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上阵

会议期间，笔者发现来自不同地方
的军供人员统一佩戴“浙江军供”字样
的袖标。“不仅袖标字样统一，为部队官
兵提供的盒饭上也都印有相同字样。”
浙江省军供站副站长王宪孟告诉笔者，
之所以敢于亮出“浙江军供”的招牌，是
因为全省军供单位形成了合力。

浙江省军供站军供科科长张剑介
绍说，各军兵种部队跨区演训已经成为
常态，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仅靠
一家军供部门完成保障任务越来越困
难。去年夏天，多批次官兵外出演训过
境杭州，浙江省军供站安排 3家军供单
位联合上阵，圆满完成保障任务，受到
部队官兵好评。

“部队行动迅速，保障部队‘临时抱
佛脚’不行。”萧山军供站站长许利刚告
诉笔者，军供站在行政上隶属退役军人
事务厅（局）管理，在业务上接受军代部

门的指导，如果事到临头再按部就班走
程序，往往不赶趟。浙江省军供站指导
各地市军供站编制协同保障预案，建立
分级响应机制，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遇到紧急任务，大家依案而行即可。

编外力量助力军供保障

在编制协同保障预案时，浙江省军
供站领导发现，仅靠现有编制的军供人
员，高标准完成任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方面是在编人员数量有限，有的
地市还没有设立军供站；一方面是地方
饮食行业较为繁荣，特别是作为中国传
统八大菜系之一的浙江菜，独具特色，
有口皆碑。“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为
什么不能依托地方餐饮企业提高保障
水平？”经过集思广益，在当地退役军人
事务厅（局）的支持下，该省军供站在地
方餐饮企业中设立了一批“不在编的军
供站”。

虽然选择合作的餐饮企业均是实
力强、规模大、信誉好的优质企业，有的
还编有民兵组织，但该军供站与其只签
订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有了竞争
压力，保障动力才会更足。”某市大型餐
饮集团公司军供保障专职联络员沈旭
美说，能为部队服务，是企业的莫大光
荣、重大责任，为保持这份光荣，他们将
全力以赴为官兵提供优质服务。

一 副 牌 子 带 来 三 个 变 化
——浙江省军供站提升军用饮食保障水平的探索

■高振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鹏
动员快讯动员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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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2020年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行，南京市全城拉
响防空警报。凄厉的警报声在寄托国
人哀思、强化忧患意识的同时，也在提
醒人防工作者思考一个专业问题：如何
做到防空警报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地
点精确鸣响？笔者以为，要做到这一
点，除了提高警报器材的科技含量和质
量水平外，还应在优化安装布局方面动
些脑筋、下番功夫。

安装在需要的地方。城市是防空
袭的重点。应着眼城区防空警报100%
覆盖率安装警报器材，一旦空袭来临，
确保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警报声
音、提前进行准备。近年来世界范围内
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水、电、油、气、暖
等城市“生命线”工程日益成为敌方袭
击的重点目标。因此，安装防空警报器
材，既要考虑人员掩蔽需要，又要考虑
重要经济目标防护需要。

一些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分布在城
郊，甚至在城乡之间，也应在这些单位
安装防空警报器材。未来战争中，这些
单位一旦遭受袭击，不但自身严重受
损，影响国计民生，而且容易产生次生
灾害，危及周边人员和建筑设施的安
全。在这些重要经济目标单位，既要安
装固定警报器材，又应设置机动警报器
材，确保警报信号覆盖率。

安装在可靠的地方。我国自然灾
害较为频发，城市也容易受到各类自然
灾害的侵扰。安装防空警报器，应遵循
避水、避震、避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
少灾害的破坏。一方面，应选择可靠的
建筑物。综合考虑楼面的承重能力、耐
震强度和风力情况，选择墙体稳固的建
筑物作为依托。另一方面，应选用可靠
的管理维护人员。选择岗位固定、技术
熟练、责任心强的水电工或者工程技术
员2名，作为1台警报器的管护员，互为
A、B岗，负责管理维护防空警报器，确
保其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安装在可行的地方。安装防空警
报器的地方，既要有持续稳定的电源，
又要利于声音的传播扩散。近年来，一
些地区将警报器安装在移动通讯铁塔
上，较好地兼顾上述两方面要求：铁塔
基站配有不间断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保
证了警报器的电源供应；铁塔平台往往

避开高楼密集区，有利于警报信号的广
泛传播，是比较可行的安装点。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应该积极探索，找到更多可
行的安装点，让数量有限的警报器材发
挥出最大效益。

防空警报是守卫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的哨兵。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只有根
据空袭样式演变和城市布局调整，科学
排兵布阵，才能让哨兵及时通风报信，
为打赢战争赢得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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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漯河市人防办依托召
陵区漓江路社区，以战时防空袭为背
景，组织开展人员疏散行动演练。与以
往演练不同，这次保障人员疏散的车辆
不仅有公共大巴车，还有一批私家车。

以往疏散演练，人防部门通常安排
公共大巴车疏散人员，大巴车运载量
大，但集结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次，候
车时间比较长，参与疏散演练的群众一
边等车一边议论：“如果让我开自己的
车疏散，行动肯定比集中疏散快，而且
方便携带个人物品。”

群众的建议开阔了演练组织者的
思路。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私家车突破 2亿辆，而且这
个数字仍将不断增加，以每辆车保障3
人疏散为例，保障数量非常可观。基于
这一考虑，在这次演练中，漯河市人防
办在私家车参与疏散保障上进行探索。

他们选定一个人口密集、私家车拥
有量较大的居民区作为试点，通过了解私
家车主驾龄、对周边路况熟悉情况、身体
状况等信息，从中遴选疏散对象。在此基
础上，将每2户私家车家庭编成1组，从中
确定1名引导员。同时，将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人员充实到疏散指挥员队伍中，
与引导员共同组织私家车家庭向外疏散。

演练前，人防部门对指挥员、引导
员进行集中培训，通过示意图和简要文
字，明确告知人员疏散的时机、线路、安
置地点、联系人及注意事项，使大家对
如何驾车疏散做到了心中有数。

据了解，这次参与演练的 10辆私
家车共疏散居民 45人，圆满完成演练
任务。

“这次演练验证了私家车遂行疏散
保障任务的可行性，但也发现一些问
题。”该办副主任宋福立介绍说，私家车
辆补充了运力，同时扩大了车队规模，
疏散过程中通信联络成为最大问题：微
信、电话、对讲机等多种联络方式混杂使
用，对现场指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下
一步，他们将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不断
摸索，完善私家车参与疏散保障的方式
方法，进一步提高人员紧急疏散效率。

河南省漯河市举行人防演练

私家车参与疏散保障
■本报特约通讯员 关军威 周东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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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上中旬，河北省石家庄市人防办组织开展“十三五”时期训练检验
评估活动，达到了查漏补缺、固强补弱的效果。图为全市人防通信保障分队
在平山县岗南水库附近参加业务考核。 李 伟摄

12月15日，随着海军某部登陆舰
顺利停靠在滚装码头，青岛港首个军
民两用码头正式投入使用。

“以往，受船舶型号和潮汐影响，
军舰和大型民用客滚船无法全时在
港靠泊。”该调度中心主任马东辉介
绍说，军民两用码头的投入使用，让
这一问题迎刃而解，青岛地区水路
军事运输投送保障效能因此大幅度
提高。

近年来，演训部队实施铁路、水
路、公路、航空立体化投送呈现常态化
特点，对港口保障能力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青岛港原来没有大型滚装泊
位，装卸载作业只能使用特定型号的
滚装船搭靠直立式码头实施，并且必
须借助合适的潮位，作业时间受限，装
卸作业效率偏低。

针对这一问题，该调度中心青岛
军代室在充分调研论证、广泛征求管
内部队意见的基础上，向上级提出了
贯彻国防要求、改建滚装泊位的解决
方案。获得上级批准后，他们向青岛
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了具体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改建滚装泊位，
是既能够保障战场、又可以服务市场

的双赢之举。”集团总工程师王恩世
告诉笔者，作为国家重点国有企业，
公司支持国防建设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公司上下紧抓快干，保质保量完
成了任务。

军地双方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先
后到 7家军地单位调研学习，邀请专
家出谋划策，精心制订了实施方案，
并在图纸设计、材料采购、开工建设、
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努力
打造港口码头贯彻国防要求的示范
工程。

“青岛港改建滚装泊位的成功实
施，不仅提高了军事运输效益，而且弥
补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是
一项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工程。”该
调度中心青岛军代室主任张光明介绍
说，军民两用码头配套建设了10余万
平方米的集结地域，以及供水、供电设
施设备，每天可供装卸载的时间由原
来 4个多小时扩展到 24小时，军舰和
大型民用客滚船可全型号、全天候进
行靠泊和装卸载作业，码头综合保障
效益显著提高。

图①：军舰跳板搭靠滚装码头后
可直接进行装卸载作业。

图②：军代表指挥车辆进行装载。
图③：民船依托军民两用码头参

与部队运输任务。
胡 兴摄

既着力服务市场 又能够保障战场

青岛港改建滚装泊位实现军民两用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兴 金 付 孟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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