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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ll levels of the arm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of security management. The institution is strictly implemented,
and the overall security situation is stable. But th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is not flat, safety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is not strict, security inspection group also is not standard, and the overall requirement of current safety management
work, also does not adapt situation task,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forces manage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to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provid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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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当前部队各级对安全管理工作非常重视，制度落实严格，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思想认识还不端正、安全训练

落实还不严格、群防群治建设还有短板，与安全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形势任务还不相适应，对此本文就当前

部队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部队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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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经常性、综合性的

工作，虽然不是中心中作，但是却对各项工作的开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部队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良好的部

队营区环境的建设，关系到广大官兵的身心健康，因

此安全管理工作是部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基本保

证，是部队全面建设的“保底工程”。

2.当前部队管理现状

2.1. 管理理念相对滞后

随着军队社会的不断变革，安全管理的大环境从

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官兵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人员管控、防间保密的难度越来越大，传统的管理式

和管理方法已不能很好适应现如今环境，部队在管理

方法和理念上也开始引入科学管理理论，重视安全管

理科学，强调综合对策和管理创新，但是大部分管理

者未经过相关理论的学习，组织相关知识的交流、宣

传、培训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依然以经验管理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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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发现不足，对突发安全事故

的处置能力不足，对安全事故的后果认识不足。

2.2. 安全隐患因素增多

军队新任务、新使命的提出，使军队各类训练、

演练任务繁重；执行反恐维稳、抗洪抢险、抗震救灾、

抗疫援助、维和行动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增多，人员、

装备长期处于高强度的“运动状态”，领导机关对高

度分散的部队管控难度增大[1]，安全管理多样性、

复杂性、应急性、突变性强[2]，管理领域逐步拓展，

管理要素大幅增加，面临的安全风险大幅增加，潜在

安全隐患增多。

2.3. 信息传播难以管控

当今社会已经迈入“5G”时代，网络世界的虚拟

开放深入影响着官兵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部分网

络“负能量”成为官兵违法违纪的直接诱因，影响部

队安全管理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多，此类情况发现难、

查处难、管控难也成为安全管理的“绊脚石”，新型

传播媒介对部队安全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3.部队安全管理存在问题

3.1. 思想认识还不端正

一些官兵看待安全管理的观念还停留在旧思维中

没有转变过来，还没有树立起“大安全观”“总体安全

观”，对各级安全组织在开展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

性认识不清，导致各类安全组织发挥作用不明显。

3.2. 安全训练落实不严格

部分单位组织安全训练没有统一制定计划，想到

什么抓什么，遇有问题应急式地抓一抓，没有把安全

训练这项经常性工作做在平时，没有切实从提高官兵

安全素质、安全能力上制定措施抓落实，导致部队安

全训练基础还不牢固。

3.3. 官兵安全素养还不高

部分官兵对一些基本安全常识掌握了解不全面却

无知无畏，对安全技能、突发情况处置等不够熟悉，

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对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觉察不深，

避险化险能力较弱。

3.4. 群防群治建设有短板

个别单位抓安全的方法还在依靠主要责任人管的

低层次徘徊，其余人员安全素质不过硬，认为安全是

集体的事、是别人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懂安全、会

管理的人较少,群管群防群治队伍建设还有较大差距。

4.部队安全管理对策措施

4.1. 加强科学统筹，提高安全教育效果

4.1.1. 统筹教育安排

将安全、保密教育纳入年度教育计划，通盘设计，

细化到月，结合工作实际，突出重点，统一筹划、科

学安排，并加强检查督导，压减运动式授课、突击式

教育，将安全教育贯穿于工作开展全过程、全领域。

4.1.2. 组织常态教育

突出安全常识、安全法规、警示案例作为主要学

习内容，组织安全警示教育，不断强化官兵安全意识。

4.1.3. 灵活教育形式

协调官兵参观驻地看守所、监狱，形成“身临其境”
的震慑，筑牢官兵法纪观念。机关及时汇总违规违纪

人员受惩情况，通报下发部队，警醒官兵引以为戒。

4.2. 强化常态训练，抓好安全训练落实

4.2.1 细化安全训练计划

结合年度工作筹划，相关业务科相互配合，以应

急处突、紧急避险、自救互救等为主要内容，开展好

安全训练工作，统一制定安全训练计划，明确时间、

内容、授课人和组织方式，整体推进安全训练落实。

4.2.2. 狠抓安全技能训练

结合新兵训练、士兵退役，以及任务转换、季节

更替、装备更新等时机，定期组织安全方面的常识教

育，使官兵熟悉各种事故隐患及注意事项，熟悉突发

情况应急处置方法。实投、实爆等险难课目训练展开

前，做好模拟训练和特情处置训练，提升官兵险情处

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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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明晰工作职责，规范安全检查实施

4.3.1. 严格责任落实

机关部门、业务科严格落实“三管”（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任务必须管安全）[3]

责任，抓好本行业本领域安全检查督导；基层对照安

全管理制度要求抓好安全自查及整改等相关工作落

实。

4.3.2. 规范组织实施

组织综合检查时，由主管安全业务的科室牵头负

责，制定下发检查实施计划，联动相关业务科集中组

织实施。组织专项检查时，由相关业务科负责，结合

上级要求和部队实际，组织专项检查、专项整治。组

织日常检查时，相关业务科对本行业安全工作落实情

况不定期加强检查督导，综合督查组定期进行部队秩

序检查和以往问题整改“回头看”。

4.3.3. 严肃追责问责

按照“军政主官负总责，分管领导、业务部门负

专责、现场领导负具体责任”的要求，细化任务分工、

量化职责范围、强化责任意识[3]。对安全管理责任

不落实、履职不到位、纪律不遵守等原因出现重大安

全问题的，坚持有责必究、依纪的原则，从严、从快、

从重严肃查究，形成时时、事事追责问责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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