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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
坚 持 打 仗 标 准 ，让

“懂武装”适配武岗位

彪翠琳怎么也没想到，5年前从部
队退役参加公务员公开招考，优先被
录用为麻栗坡县下金厂乡武装干事，
今年5月又被优先提拔使用，担任下金
厂乡武装部部长，成为该县唯一的女
武装部长。

记者探寻究竟，麻栗坡县委组织
部给予了答案：“我们在公务员招录面
试和干部提拔考察中了解到，她不仅
考试成绩、工作实绩优秀，而且军事素
质也比较过硬。”

“能不能带兵打仗，是选拔配备专
武干部的先决条件。”省军区动员局参
谋包铭告诉记者，云南地处边疆且自
然灾害频发，专武干部作为带领民兵
完成任务的一线指挥员，经常要第一
时间“带兵打仗”。为保证民兵队伍在
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省军区与省
委、省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云南
省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实施细则》，对
专武干部的选配和乡镇（街道）武装部
的建设进行了规范，在专武干部的“入
口”突出了打仗标准。

不会带兵打仗，就进不了武装工
作这道门。记者了解到，全省129个县
（市、区）在遴选配备专武干部时，均把
懂武装、爱武装放在首位，除了优先选
用已经安置的退役军人，还在公务员
招录中优先录用退伍大学生士兵。据
统计，全省现有的2800多名专武干部，
有从军经历的共有1333名，占46.8%。

“俗话说，秧好得一半。把好了
‘入口关’，专武干部姓军务军的底色
越来越亮。”包铭介绍说，坚持打仗标
准选用专武干部已在全省成为常态。

各级严格按照《实施细则》和《专职人
民武装干部工作规定》，在选配专武干
部时先由县（市、区）人武部提名，而
后，军地共同考核考察，拟任名单报县
委审批后，组织部门宣布党内任职，人
武部宣布任职命令。同时，他们还推
行“资格准入”制度，出台专武干部资
格认证办法，由军地双方组成资格认
证评审委员会，共同进行认证考核和
评审。

培育——
坚持训用一致，让

“嫩肩膀”蓄满新动能

“参加集训，课堂上学到了不少过
去不懂的知识，课堂下与学员交流又学
到了许多自己不会的工作方法，受益匪
浅。”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武装部部
长杜春甫，聊起此次新任职专武干部集
训，感慨颇多。

杜春甫虽是退役军人，但对国防
动员工作了解不深。今年 5月被选任
为武装部部长后，对落实征兵、民兵整
组等工作，一时还厘不清头绪。“这次
集训学习太及时了。”他边说，边掰着
手指细数收获：重温军营生活、学习理
论知识、组织救灾演练……为期 12天
的封闭式集训，除了理论教学，一些聚
焦实战的课目也悉数登场，通过淬火
提升，让他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新任职的专武干部大多是武装
战线的新兵，必须及时组织培训学
习，让他们尽快进入战位。”该省军区
领导介绍说，为帮助新任职的专武干
部成为基层武装工作的“明白人”和

“带头人”，他们严格依照《民兵军事训
练大纲》要求，由省军区、军分区分别
组织专武干部集中培训。记者看到，
省军区组织的新任职专武干部集训围
绕军事理论、基本技能、业务工作、组
织指挥 4类 17个训练课目，采取集中
学习、专题辅导、座谈讨论、经验交流
等方式进行，有效解决了部分专武干
部认识错位、能力偏低等问题。

除了脱产集中学习训练，他们还坚
持在任务一线历练专武干部。在临沧
市，军地积极组织专武干部与边防部
队、公安、武警开展联训联演，不断夯实
和提高他们维稳处突、管边控边、维护
民族团结的能力素质。在大理州，军分
区组织专武干部与基干民兵一同轮训，
让他们参与组织森林扑火、地震救援、
抗洪抢险等应急救援演练，提升组织指
挥和协调各方的综合素养。

德宏军地针对部分专武干部对边
防法规和边疆民族政策不熟悉的实际，
与市委党校、师范专科学校等7家单位
建立人才共育机制，重点提高专武干部
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芒市芒海镇
人武部部长何勒门任部长之初，对边境
法规政策不熟悉，人武部安排他到市委
党校淬火，有效弥补了不足。2012年
来，何勒门组织民兵多次参与处置边境
管控应急任务，成功化解3起涉及民族
团结的群众纠纷，妥善处理 11起涉边
违法事件。

履职——
坚持岗位实践，让

“明白人”攀登新高峰

“只要心中有责任，工作就不会出
遗漏，还能高标准完成。”在大理军分
区组织的专武干部集中培训中，云龙
县宝丰乡武装部部长赵斌登上讲台，
与大家分享了他任武装部部长11年来
开展征兵工作的体会。

云龙县是大理州最偏远的一个
县，但征兵“五率”考评连续3年在大理
州12个县市中排名第一。赵斌任武装
部部长以来，走遍了全乡的所有农户，
在每个村建立了一本适龄青年台账。
每年年初，赵斌依照台账里的数据，精
准发动，不但在年初就 100%完成了兵
役登记，而且每年参军入伍的人数均
超过县里下达的任务指标。

“专武干部作为基层武装工作的
骨干，就要做实现强军目标的忠实践
行者和积极推动者。”省军区领导介绍

说，针对部分专武干部思想认识存在
偏差、进取意识不强、工作标准不高以
及因兼职过多不能聚精会神抓武装工
作等问题，各级在教育引导强化其宗
旨、使命、专武意识和规范兼职审批为
其“瘦身减负”的同时，坚持把岗位实
践作为提升能力素质和履行使命任务
的平台，让他们在兵员征集、抢险救
灾、疫情防控、边境处突等实践中增长
才干、发挥作用。

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武装部原
部长杨灿辉，是一名退役军人。今年
春节，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他放弃
与家人难得团聚的机会，主动返岗。
从大年初三开始，他就带领基干民
兵、社区工作人员投入消毒、执勤、宣
传、妥善安置湖北籍游客等工作，一
直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坚守岗
位 60个日夜后，他晕倒在值班室，再
也没有醒来……

困难面前不退缩，关键时刻勇担
当，这是广大专武干部履行使命任务
的真实写照。今年 5月，受强降雨影
响，贡山县独龙江乡发生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灾害，造成道路、电网、通讯全
部中断。正在县城学习的独龙江乡人
武部部长张春强，带领8名民兵突击队
员徒步挺进独龙江乡，第一时间到达
现场摸清灾情，第一时间向受灾群众
和滞留旅客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第
一时间展开救灾行动，受到人民群众
赞誉。

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对于武
装工作实绩突出的专武干部，云南省
15个市（地、州）和 129个县（市、区）相
继建立了推优机制，地方党委政府赋
予军分区、人武部对提升使用优秀专
武干部的推荐权，并予以优先提升使
用。昭通市镇雄县南台街道原武装部
部长熊勃因工作突出，被省军地表彰
为“优秀征兵工作者”，今年 6月，调任
县信访局副局长。对于工作平庸者，
每年组织的专武干部资格认证就是一
把“尺子”，过不了认证关就“出局让
贤”。去年，保山市18名专武干部因连
续两年未过认证关，被调整出专武干
部队伍。

号令催征，锻造精武专武“人才链”
—云南省军区聚焦使命任务狠抓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纪实

■张 军 本报记者 严 浩 柯 穴

乡镇武装部部长是基层武装工
作的支柱和骨干，是武装工作在基
层落实的重要力量。实际工作中，
除了主抓武装工作外，还要分管一
些其他工作，导致在武专武难、专职
不尽职、业务能力弱、工作标准低等
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
层武装工作质效。

专武精武，必须处理好本职与兼
职的关系。2014年7月，黄家波担任
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道武装部部
长，坚持把专兼职看成一个整体，分
清主次、找准共同点、融汇协调，促进

武装工作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每
年征兵工作伊始，黄家波把一些时限
要求急的工作统筹安排、提前完成，
合理腾出时间集中精力抓征兵工作
落实。同时把征兵宣传动员融入其
他工作中开展，从分管部门整合力量
协同专武干部开展征兵工作。

针对街道专武干事兼职多，武
装精力集中难的实际，黄家波还充
分利用党委委员的身份，在一些评
先评优、干部推荐等方面多为他们
考虑，多为他们说话，树立有为者有
位的鲜明导向。

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道武装部部长黄家波——

主业须主抓，抓经济更要抓国防

2012年 10月，王艳莎参加云
南省公务员招录考试，成为保山市
隆阳区金鸡乡武装干事，2017年 4
月经过考核选拔，走上乡武装部部
长岗位。

从当武装干事开始，他就树牢
“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
理念，虚心向老专武干部请教，利用
基层武装部长集训时机，与同事交
流工作方法和经验，不断提升自身
能力素质。

在王艳莎看来，做好征兵工作，
不仅要熟悉掌握基本的征兵政治条
件、身体素质标准要求、各项优待政

策，还要熟练掌握网上登记报名的
方式方法，快速处理登记报名过程
中各类诸如登记地址错误、身份证
号码不存在、学信网信息校对有误
等非正常的数据信息，在征兵尾声
对落选的“双合格”人选要能进行说
服和安抚。

近些年，在征兵任务数增加、学
历要求高的艰巨任务下，金鸡乡克
服兵源数量少、大学生基数特别少
的困难，向部队输送近 20名新兵，
全部为大学学历，没有一例征兵投
诉、举报问题发生。乡武装部连年
被上级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武装部部长王艳莎——

爱一行精一行，打铁还需自身硬

2003年，37岁的和义松被任命
为兰坪县通甸镇党委委员、武装部
部长。选拔公示之初，不少亲朋好
友曾劝他:武装部部长出路窄、进步
慢，干到老也就是个科级干部。对
此，他笑而不语，上岗后一门心思扑
在武装工作上。

上任后，和义松首先在规范建
设下功夫，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物
力、财力支持，在镇武装部、退役
军人服务站设立单独的办公室、
资 料 室 、设 备 室 ，并 配 备 专 门 人
员管理。在开展武装工作中，和
义松推行定期专项督查制度，每
季度选择 3至 5个村，会同镇武装

部、民政办的同志，到村调查民兵
工作开展情况，重点调查村党支
部书记对武装工作、优抚工作的
关心程度，对涉及阵地建设、民兵
干部待遇、活动经费等问题，明确
专人督促落实。将优秀民兵干部
充实到村两委班子，并把政治思
想好、军事素质硬的同志选拔到
民兵干部岗位上来，大大提升了
党管武装的工作水平。

2012年，经军地联合考核和县
人武部、县委组织部推荐，和义松被
提拔为正科,2015年和2017年，又
先后被提拔为镇党委书记、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兰坪县通甸镇原武装部部长和义松——

铁心干武装，不负使命终有收获

编者按 7月上旬，云南省161名新任职乡镇（街道）武装部部长经过12天封闭式集中强化训练，并通过
严格考核后奔赴工作岗位。组织新任职专武干部集中训练，是云南省军区落实《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工作规
定》《民兵军事训练大纲》，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该省军区着眼强军目标，紧紧围绕新时代国防动员系统使命任务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专武干部
“姓军为战”的使命意识和履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本期视点，我们一起聚焦云南省军区抓建专武干部队伍
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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