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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射击不合格被罚站哨、厨房
值班员被安排打扫卫生、内务卫生检
查不避官兵隐私……前不久，新疆军
区某团机关工作交班会上，通报了近
期排查出的几起基层落实法规制度变
形走样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今年以来，该团大力纠治基层存
在的落实规章制度打折扣、搞变通，
用土政策、土规定抓管理等问题，让
依法抓建在部队落地生根。

厨房值班员咋“种别

人的田荒自家的地”

9月的一天，炮兵连新兵小田担任
厨房值班员，刚走进饭堂，炊事班长
就安排他去打扫地下储藏室。

厨房值班员有自己的职责，咋能
去打扫卫生？但考虑到炊事班长是老
同志，按惯例厨房值班员归炊事班长
管理，小田对这样的安排不好拒绝。
他忙前忙后，一直到中午开饭前才回
到饭堂。原本以为自己的辛苦会受到
表扬，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连值班
员的批评。

原来，由于小田不在岗位，没有
按规定填写《伙食管理登记簿》，被机
关检查人员发现并提出批评。“种了别
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小田感到很
委屈。不是自己不想填写《伙食管理
登记簿》，而是一大堆琐碎的事情让他
忙得团团转，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
疏忽了。

指导员于晓东了解到小田的经历
后，在团交班会上作了反映。团机关
业务部门随即进行调查，发现厨房值
班员变成“跑腿勤务”的问题并不鲜
见：个别连队厨房值班员对自身职责
认识不清，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个别
司务长、炊事班长无视规定，将厨房
值班员纳入炊事班管理，分配其他任

务，导致厨房值班员想履行职责，却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条令规定，厨房值班员有 5条职

责：验收购买的食物，并在单据上签
字；监督按照就餐人数做饭，在给养
逐日消耗登记凭证上签字……”规定
不能仅仅挂在墙上。随后，团里下发
通知，向各单位重申厨房值班员、连
队值日员、连队值班员等各类值班员
职责，并组织连队开展“值班值日人
员如何履职尽责”的讨论，增强官兵
依法履职意识。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确保
落实制度不打折扣。再次担任厨房
值班员时，小田对照手中的单据，验
收购买的食物，认认真真签上了自己
的名字。

战士的隐私柜怎能随

意翻看

“落实法规变形走样，最终损害
的是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影响的是部
队全面建设。”谈及个别连队检查内
务出现侵犯隐私的情况，该团领导深
有感触。

一天，某连进行常规的内务卫生
检查，可列兵小李却因此而愁眉紧
锁。原来，他的私密柜在这次检查中
被翻动过了。小李心里很不舒服，感
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连队每个隐私柜都配有备用钥
匙，以防不时之需。可在本人不在场
的情况下，随意打开是不合理的。”士
兵接待日上，他将问题反映上来。团
领导当即要求，以后检查内务，要严
格落实条令相关规定，除团里统一组
织点验外，不准检查官兵私密柜，坚
决维护战士正当权益。

随后，团里要求各连队针对内务
卫生检查规范征求官兵意见，制订具
体措施，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
“本想严格执纪，不留隐患，结果

却忽视了条令规定，侵犯了战士的权
益，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事后，小
李所在连队负责检查内务的连队干部深
刻反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诚恳地向全
连官兵和小李道了歉。

今年以来，该团全面排查基层在
落实法规中存在的变形走样问题，对
处理违规违纪问题“一锅煮”、抓安全
管理“层层加码”、请假销假提高权
限、连队晚点名超出规定时间等 4大类
20个问题拉单列表，坚决进行纠治。

同一问题为何处理尺

度不一

一次，该团纪委审查各连队上报
的违规违纪官兵处理情况发现，两个
连队对两名正课时间违规使用手机的
战士，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决定：一名

批评教育并责令做检查，一名却给予
了行政警告处分。

为何出现同一问题处理结果却不一
样的问题？仔细了解得知，原来给处分
的那个连队，意图“通过加重处罚达到
警示全连的目的，避免其他人再犯同样
错误”，对问题定性有所拔高。该团对
照内务条令相关规定，要求该连队重新
研究处理。

针对落实规定标准变形走样问
题，该团常态开展“领导带头学法，
机关周学一法，基层每周学法”活
动，强化官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
识。结合党委每半月一次基层调研、
帮建基层、问卷调查等时机，查找法
规制度落实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团党
委会、常委民主生活会等时机讨论、
分析，研究制订措施。利用连队意见
箱、基层风气联系点、网上首长信箱
和“你问我答”栏目等，方便官兵随
时随地反馈问题。

前段时间，个别连队利用周日休
息时间，抽出 1小时组织集体文体活
动，机关督导检查发现后，指出存在
侵犯官兵休息权益、违反制度规定等
问题，要求立即纠改，立起了落实规
定的鲜明导向。

对超出条令条例规定的土规定、
土政策，该团同样猛药去疴。条令规
定请假外出 2人以上同行，以往有单
位提高标准，要求战士出门必须 3人
以上同行，但每名战士要办的事情不
同，容易出现虽然请了假，但个人事
却没时间办的情况。在清理整治中，
诸如此类与法规制度相悖的土规定被
坚决废除。

随着基层土规定、土政策被依法
清理纠治，官兵对法规制度的认同
感、执行力不断提升。近日，该团领
导在基层蹲点调研中了解到，官兵对
部队依法管理的“满意指数”有了明
显提升。

依规管理提升官兵“满意指数”
—新疆军区某团纠治基层法规制度落实不力问题的几段经历

■杨清悦 刘 召 史永刚

前不久，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作战支援
营某连接到通知，上级机关次日来连队进
行正规化建设大检查。为确保迎检不出
问题，连长立即要求全连：个人物品存放
柜一律清空，学习桌抽屉里不能有个人读
物，学习室电脑中各硬盘中的文件全部清
除。一时间，连队上下一片忙碌。

当晚，营长赵洪波到连队检查，见战
士们正在将个人物品搬进库房。随同战
士们来到库房，发现笔记本、书籍杂志林
林总总，个人物品几乎塞满了库房。询
问该连几名干部，大家反映，“只要上级
有检查，一般会对非制式物品进行清理，
防止出现差错”“学习桌里方便学习阅读
的书籍杂志，检查时也要收起来，防止有
违规书籍”“官兵个人物品‘一藏了之’，
省心省事”……
“连队日常工作繁忙，逐项检查费时

费力，为确保检查不出差错，索性全部
‘清零’。战士们对这种做法也感到习以
为常、见怪不怪。”该连长这样说。

条令规定，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
方便工作、学习、生活，因地制宜，整齐划
一，符合卫生和安全要求。“连队正规化
建设关键在于日常按条令抓好落实，这
种‘清零’式迎检不可取。”赵洪波随即对
该连这一做法叫停。

调查发现，该营其他连队或多或少存
在此类问题：有的为了加强网络学习室保
密管理，控制开放时间；有的人为设置用
网关卡，限制使用；有的为了保持图书室、
文体器材室等公共场所干净整洁，索性关
门上锁；有的为了规范手机管理，要求官
兵迎检前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清零’迎检，不利于官兵正常生活，

更不利于战备”“‘清零’存在潜在隐患，扰
乱正常秩序”“营队正规化管理靠这些做

法抄近道，容易出娄子。”营党委研究后，
组织了一场题为“如何迎接上级检查”的
专题讨论，帮官兵端正认识、理清思路。

营队利用教育时机开展辅导授课，
对各类人员特别是带兵人相关职责进行
详细学习，引导官兵建在平时、管在平
时、严在平时。战士们反映，整改后，按
照条令抓正规化管理，不仅符合战备要
求，而且方便官兵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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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放置，减少
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特殊垃
圾应打包封存、后送处理，防止有毒
有 害 物 质 渗 漏 ， 避 免 土 壤 受 到 污
染”……近日，在第 77集团军某旅野
外驻训场上，某连指导员熊龙庆利用
训练间隙，组织连队官兵学习与环保
相关的法律法规。
“创造良好的练兵环境，需要我们

综合利用野外地形，不改变河沟道路，
不新建地物标志，坚持生态保护与战场
环境构设有机结合。”该旅领导介绍，
他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驻训地自然环
境恶劣，生态十分脆弱，个别官兵环保
意识不强，还存在随意丢弃生活垃圾等
现象。

在高标准完成军事训练任务的基础
上，他们对演训中可能遇到的环保问题

进行梳理，把重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
容编入《野外驻训“十不准”》，使官
兵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驻训期
间，该旅对各类垃圾进行清理分类、集
中存放、统一后送，做到场地整洁干
净、不留一物；整理出野外驻训环保小
手册，要求全体官兵日常生活不污染水
源，野营训练不伤害野生动物。他们还

利用训练间隙对“遗留问题”进行清
理，清除驻训地附近的污染源，立足实
战要求，将战场管理和保护环境有机融
入野外驻训全程。

生活垃圾分类放置、开设场地尽量
不破坏地表植被……官兵自觉保护一草
一木、保护驻训地生态环境的做法，受
到驻地群众好评。

第77集团军某旅

野外驻训保护山川“容颜”
■谭 志 刘 磊

“我因一时冲动，让两个原本幸福的
家庭支离破碎……”当服刑人员站在台
上现身说法时，参加现场警示教育的武
警青海总队海东支队官兵神情凝重，真
切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

近日，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监
狱、看守所等目标单位，通过参观监舍、
听服刑人员读忏悔书、观看普法情景剧
和警示教育图片展，给官兵上了一堂震
撼心灵的法治警示教育课。“把警示教育
课堂搬到目标单位，通过反面典型案例，
教育引导官兵以案示警、深刻反思，增强
官兵学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意识。”支队
领导说。为强化官兵法治意识，该支队
盘活驻地资源，与驻地监狱、看守所等单
位开展协作共建，设立法治教育第二课

堂，组织官兵参观监狱，开展实地法治教
育活动，让官兵从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
教训。

该支队与驻地法院和律师事务所
开展共教共育活动，每年定期举办法律
骨干培训，常态开展法治讲座，为官兵

阐释法律条文、讲解法律案例、提供法
律援助和咨询服务。他们还紧贴官兵
实际，遴选房屋拆迁、劳资纠纷等与军
人军属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邀请法律
专家进行剖析解读，增强官兵依法办事
意识。

武警青海总队海东支队

警示教育强化法治意识
■本报特约通讯员 龚泽玺 程治东

“有了部队的积极协调和驻地法院
的法律援助，我家里的涉法问题得到了
及时解决。”9月中旬，第 83集团军某旅
干部小赵高兴地说。

前不久，小赵外出执行任务期间，孩
子在幼儿园因意外受伤引发纠纷。得知
情况后，旅有关部门立即向当地人武部、
派出所发函，并积极与驻地法院沟通，协
调解决军人军属涉法问题。

该旅驻地法院是创建“汤阴经验”涉
军维权工作的先进单位，司法拥军是他
们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得知军人家属
的涉法情况后，法院派法官来营区了解
情况，准备相关法律材料。部队还派人
到小赵家中看望，协调孩子入院治疗、办
理孩子转园手续等事宜，确保小赵安心
工作，顺利完成任务。

该旅保卫科科长刘晓飞介绍，人身
伤害、财产纠纷等军人军属涉法问题，近

年来时有发生。官兵由于离家较远或外
出执行任务，遇到这些涉法问题常感到
束手无策，容易影响练兵备战。为此，旅
机关主动与地方司法部门建立联系，建
立完善处理军人军属涉法问题的长效
机制，借助地方法院资源为解决军人军
属涉法问题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还与驻
地法院共同开展“法律进军营、庭审进课
堂、法官进班排”等活动，为官兵发放“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联系卡”和《法律援助指
南》。利用课堂教育、随机教育等时机，
开展普法活动，组织涉法案例评析，在知
事明理中，培养官兵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的法治意识。

近两年，该旅通过与地方司法部
门协作，先后解决了 10 余起军人军属
涉法问题，有效维护了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

第83集团军某旅与地方法院协作

构建涉军维权长效机制
■郭成亮 任 帆

违规设置的微信群解散了、更新迅
速的公告栏沉寂了。今年以来，曾困扰
武警锦州支队基层的文电通知多等问
题，通过党委机关严格落实“三会一条
线”制度得到有效纠治。党委依法决
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
依法履职渐成常态。

年初，该支队领导在基层调研时了
解到，机关个别部门在指导基层建设中
随意“换频道”，存在向部队发通知、提
要求、要素材等问题，加重了基层负担，
扰乱了工作秩序，造成空转虚耗，影响
了抓落实的质效。

不从根源上认识解决“五多”问
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被动局面。支队党委感到，问题的根
源在于机关依法抓建的法治意识不
强，造成一些工作随意“加塞”“变道”，

甚至南辕北辙。厉行法治抓基层，用
法规刚性管住权力任性和工作随性，
才是治本之策。

支队结合干部培训，组织各级学法
规明职责，开展加强法治建设授课辅
导、讨论辨析和研讨交流，引导机关干
部扭转思维惯性，摒弃经验模式，树牢
法治理念。党委机关严格落实军委《关
于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
规定》，研究部署工作坚持与法规政策
对表，用“党委会统筹大项工作、首长办
公会统月工作、交班会统周工作，临时
性工作统一报值班首长签批”的“三会
一条线”平台，搞好关闸分流。抓基层
领导小组统合抓建力量、规范抓建秩
序，纠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层层加码、
突击式抓工作等问题。年初以来，支队
清理本级制订的规范、细则7项，统筹叫

停单项检查组 13个，压减文电 20余份，
合并套开会议 10 余个，确保每周基层
“无会日”不少于 3天，立起依法抓建的
鲜明导向。

按条令管、按大纲训、按纲要建、按
制度办。机关依法抓建，搞调研解难题
坚持重心下移、沉到末端，指导帮建的
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基层官兵有更多
精力聚焦练兵备战紧盯末端落实，自主
抓建的动力活力得以迸发。支队政委
宋士新深有感悟：“依法抓建，使基层摆
脱‘五多’困扰、机关从文山会海中解
脱，实现了上下联动集中精力抓落实。”

今年以来，该支队先后成功处置执
勤险情 3起，多次圆满完成大项警卫执
勤和抢险救灾等任务，机关负责精准帮
建的后进中队在季度按纲建队考核中
进步明显。

武警锦州支队党委机关学法规明职责

纠治“五多”决不“头痛医头”
■刘 涛

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依法依规管理已成为部队的行

为自觉。但在一些基层单位，仍然存在着规章制度落实不严、打擦边球等

现象，影响了部队正规化建设水平。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法规制度是指导基层全面建设的行为准则。不断强化法治观念，破除

人治思维，严格按法规制度开展工作，依法筹划和指导基层建设，防止在执

行中打折扣、搞变通，才能解决好基层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升部队

战斗力，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法 治 进 行 时

火箭军某部严格按照新大纲要求，开展依法管装警示教育活动，强化官兵爱装

意识。图为官兵观看爱装管装警示教育图片展。 彭 军摄

10月7日，第75集团军某旅警卫调整连组织4名参加国庆阅兵的官兵来到新兵营，现场为新战士做队

列动作示范。 张正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