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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乡村文明行动，就没有如今村庄的新气象。”9
月23日上午，山东省胶州市管理村村支部书记刘元征感
慨地说。从村集体收入只有 5 万多元的穷村、乱村，到村
集体收入 3800 多万元的小康村、文明村，管理村实现了
集体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说起村庄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的转型，就不得不提
到俺村的《村规民约》，这本小册子 12 年间修改了 7 次，
被村民们称为村级‘小宪法’。”刘元征说，它约定了治安
管理、邻里关系、乡风民风等内容，成为全体村民共同治
村的一部“法典”。

“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村民们只有了解、理解了，才会
乐意执行。”管理村支部委员刘秀明说，管理村原是一个
城郊农业村，2001 年胶州市新城区开始建设，征用村里
1170亩土地，村民对此十分不满。

管理村领导班子认识到，村民有意见是因为对村里
的做法不理解。为此，村庄将修订《村规民约》提上了日
程，并将“凡关系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都由村民来决定”写
入其中。

“《村规民约》规定，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结果一经确
定，必须严格遵照执行。”刘秀明介绍说，村两委变身为组
织和服务机构，把村庄事务的决策权真正交给村民。

“前段时间，村里再次修改了《村规民约》，内容从最
初的 28 条逐渐扩展到 59 条，涵盖了公共秩序、公共环
境、移风易俗、家庭教育、赡养老人等方面。”刘元征拿着
这本“治村宝典”说，新版《村规民约》增加了乡村文明评
选内容，目的是通过提高村民素质，约束村民行为，推动
美丽乡村和乡村文明建设。管理村随后开展文明评选活
动，使村庄弘文尚德之风渐浓，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村民思想观念转变后，移风易俗也就顺理成章。胶州
市各村在村规民约中明确，红白理事会负责村民的婚丧
嫁娶事宜，按照一个标准、一套流程免费为村民提供婚丧
嫁娶方面的服务。

胶州市三官庙村党支部书记王呈星告诉记者，一场
传统的殡葬仪式至少要花费 5000 元，这对普通农村家
庭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将推行殡葬简办等事宜写入村规
民约，摒弃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陋习。”王呈星表示，
在白事理事会的运作下，丧事简办减轻了大家的负担，村
民们都很满意。

然而，喜事俭办却得不到群众的认可。2014年，管理
村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成为喜事俭办的“破冰者”。

记者翻开管理村《村规民约》，看到这样的规定：村成
立婚庆服务小组，负责协助喜主办理结婚庆典事宜。喜主
按规定办理喜事，村集体出工协助。安排 3 辆轿车，一辆
大客车，负责简单的婚庆现场布置。

“村里想得很周到，我们既省心又省钱。”在管理村
“首秀”婚事简办的王振记忆犹新：婚庆服务小组成员是
村干部，义务为新人服务，婚车用的是村民自愿提供的车
辆，音乐用的是村里搞文化活动的音响。

目前，胶州市所有村庄均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71%
以上的村庄成立了白事理事会，90%以上的村与住户签
订了赡养老人协议书，协议内容兑现率达95%以上，呈现
出新农村厚养薄葬、文明殡葬、红事新办的新气象。

村规村民定
新规除陋习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关山重重，长剑引弓，发射“零秒”即
将到来。天上，卫星过境侦察窥视；林间，

“蓝军”分队潜伏袭扰⋯⋯
指挥所里，火箭军某新型导弹旅旅

长李正连凝视着电子地图上不断变化的
电磁频谱曲线、气象卫星云图，在多维立
体的战场空间里寻找火力发射窗口，指
挥一枚枚导弹直刺苍穹，精确命中目标。

这位从军 30 年，荣膺全军优秀指挥
军官的导弹旅长，自信地走出指挥所，一
幅新的“砺剑图”已在他心中勾画开来。

永远箭在弦上

夜探该旅，正赶上一场不打招呼的
应急拉动。子夜时分，刺耳的“战斗警报”
划破夜空，官兵迅如捷豹，转瞬消失在夜
幕中⋯⋯

“‘箭在弦上’已成常态，部队闻令随
时能战！”李正连的大嗓门，源自一份满
满的自信。然而，2009 年，李正连刚当旅
长时，心中却充满忧思。

赴任之初，李正连整旅千里转进执
行演练任务，基层营连的战备物资“锣齐
鼓不齐”。“这样能打胜仗吗？”拷问，如重
锤猛击着这位戎马疆场的优秀军人。他
从此开始“天天抓战备、常年高戒备”的
日子。

作为旅长，李正连清楚，部队组建时
间不长，要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导弹营
盘，实属不易。但他更清楚，部队组建一
天，就得备战一天。

带兵打仗，使命催征。李正连带动全
旅官兵牢固树起打仗标准，反复锤炼战
备“组合拳”。

他打起背包住进发射一营搞试点，
白天实地查短板，夜里挑灯定措施，不仅
对战备所需的物资种类、数量、装卸载顺
序等作出规范，还按照规格大小、体积重
量、功能特点进行模块化、标准化配套储
备，使整营应急出动时间缩减2/3以上。

试点结束，全旅认真总结，出炉一份
《旅物资标准化建设实施细则》，按照不
同战备等级和要求，相继建成 14 个涵盖
16 类 13500 余件器材的战备物资库、14
个包含 19 类 14000 多个备件的“特种装
备备件库”，使部队保持“随时能用、随时
能战”的临战状态。

那年盛夏，一位上将到旅里视察，晚
饭后突然问：“你们整旅轻装紧急集合，
需要多长时间？”李正连一愣：训练大纲
只对整营整连紧急集合有所规范，整旅
集合还是空白，部队也从未搞过此类训
练。他估计需要1小时时间。

“给你们 30 分钟！”将军语气坚定，
在场的人无不捏了一把汗。李正连火速
冲向作战值班室，警报骤然大作。

22分钟，全旅集合完毕！将军满意地
连连点头。那一夜，李正连辗转难眠：大
纲没要求的，打仗就用不上吗？

他开始围绕担负的使命任务、部队
地域特点等，建立完善三级岗位执勤防

卫力量，建立全天候预警监控值班机制，
研究细化 13 种战备方案和 12 个应急处
置预案，常态化开展高戒备拉动、整旅结
合等“七个拉动”，探索出常规导弹部队

“四级”值班待战模式，在火箭军部队全
面推广。

磨砺大国剑锋

那年秋天，该旅千人百车一路西进，
刚刚抵达就接到战斗命令——趁着夜幕
完成火力突击演练。按惯例，以往驻训都
分“三步走”：长途机动、安营扎寨、训练
发射。而这次未扎营帐，就要先打一仗。
此役的“设计者”正是李正连。

以作战的方式训练、以训练的方式
作战，是实战化训练的最高法则。李正连
告诫官兵：“能打仗是基本要求，能打胜
仗才是终极目标。平时不搞实战化训练，
战时就会用鲜血来弥补。”

2013 年，部队首次奔赴高原执行实
弹发射任务。李正连自抬门槛：不外请专
家，独立组织实弹发射；全员备战，随机
抽点发射单元。

“从难从严固然重要，步子是不是迈
得太大了？”有人好意提醒。李正连态度坚
决：“这一步，不迈不行，迈慢了也不行！”

作出这个决定，李正连也很纠结，但
他心中有底。为锤炼部队独立发射能力，
他带着部队做了大量“功课”，今天必须
拉到演兵场上遛遛。

鏖战一个多月，李正连一直卯在阵
地。当长剑扶摇直上刺破苍穹，他黝黑的
脸庞露出微笑。这一仗，实现了“四个首

次”，并刷新该型导弹新模式发射最佳精
度纪录。

如今，“四个首次”又衍生出多项“军
规”——连续部署转换、连续火力突击、
变换发射阵地⋯⋯新的“战场法则”让这
个导弹旅浴火重生，战斗力突飞猛进。

训练严一分，战斗力长一分；训练实
一分，胜算增一分。李正连抓训练，专挑险
难课目练，盯着短板补。在他脑子里，训练
不是看看“有多能”，而是查找“哪不行”。

刚当旅长那年，李正连发现野外训练
场缺少待机地域，部队行动难躲“天眼”追
踪。他便着手在戈壁滩上建起半地下掩
体，还请来伪装专家研究现代“隐身术”。

那年冬训，驻训地域雪很深，极目之
处，不见一兵一卒。号令一出，战车揭开雪
地伪装，导弹精兵跃出雪野，在洁白的雪
地上纵横驰骋。上级导调组大吃一惊：最
近的警戒人员就伏在脚边的雪窝子里。

砺剑砺锋、练兵练将。李正连常说，
什么样的指挥员带什么样的部队。在他
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指挥员名册，他时
常对照一个个名字盘点：运筹帷幄、摆兵
布阵孰优孰劣，补齐短板、锤炼能力如何
发力？

发射一营营长张驾卿还记得，他担
任作训参谋时，一份作战方案被李正连
五易其稿。几张面目全非的纸，很快摆到
全旅指挥员的面前，李正连带头反思：人
才培养是不是要加强？

李正连在全旅推行人才培养十项举
措：协调上级机关和院校，加大指挥员信
息化素质和军兵种知识培训力度；每年
对人才建设进行评估，画出指挥员素质

变化曲线；演练一律不准背脚本⋯⋯
十年磨一剑。2013 年秋，上级组织

军事技术大比武，该旅大获全胜：李正连
夺得旅团主官组冠军，孔强在旅团参谋
长组折桂，机关参谋组夺得团体第一。

潜心创新“剑谱”

聚焦明日之战，规划今日之练。李正
连认为，作为导弹部队，在现代战争夜战
夜训的“四难”条件下，“随时能战、准时
发射、有效毁伤”就是实战！

2011 年，战略导弹部队首次组织旅
旅对抗演练，李正连披甲出征。他带着官
兵研战法、破袭扰，一路鏖战，险胜而归。

这次凯旋，助推该旅跨入军事训练
一级旅行列。李正连却面无喜色，他一一
复盘重新审视战局：克敌制胜，不仅要剑
刃锋利，更要剑法过人。

正在李正连勾画“对抗蓝图”时，一
纸命令将他调到火箭军机关，专门研究
作战训练问题。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
筹划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信息化蓝
军”，组织了首次红蓝对抗演练，探索总
结出“三步四法”对抗训练模式。

当李正连再次回到塞外劲旅时，他
带回的“新剑谱”，为部队插上腾飞之翼。

磨砺剑锋，离不开“磨刀石”，可“信
息化蓝军”远在千里之外，怎么办？党委
议训会上，李正连提出：依托教导队组建
蓝军分队，添置无人机、干扰器等设备，
让演兵场上多几匹“狼”，常态化开展对
抗训练。

演兵场上，部队被蓝军分队折腾得
叫苦连天，李正连却躲在指挥所里给蓝
军分队当起“参谋”，出主意、教狠招。几
名营长脸上挂不住，李正连给大家鼓劲：

“今天训练敢于‘求败’，明日战场方能
‘求胜’。”

随着对抗的升级，尝尽了苦头的官
兵在一次次历练中不断成熟，克敌制胜
的应对方法越来越多。

如今，李正连带领部队打胜仗的“剑
谱”上，正浓墨重彩地书写创新之举：为
构建逼真战场环境，对导弹操作大厅进
行信息化改造，使其成为能实现全旅合
成训练的“淬剑池”；加强作战对手研究，
率先建立旅级“作战目标库”，形成完备
的军事训练体系；建立军情通报机制，作
为组织军事训练的重要参考。

2016 年初，李正连被评为火箭军
“十大砺剑尖兵”，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作
巡回报告，很多官兵为他挂满胸前的奖
章点赞。他感慨地说，从军 30 年，获
过无数奖，但我最喜欢这个荣誉：砺剑
尖兵。

铁 血 担 当 砺 剑 人
——记火箭军某新型导弹旅旅长李正连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李永飞

图为火箭军某
新型导弹旅旅长李
正连。 陈双维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
府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62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36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7月2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成汉南
路130号、134号、138号、140号1楼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17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大
东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26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38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17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大东
街152号附1号、附2号、附3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籍
田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51010074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39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籍田
镇回江社区新华路一段 82、84、86、
88、90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唐
人街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51010107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0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唐安
东路412、414、414附1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元
通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51010108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元通镇通锦下
街2、4、6、8、10、12、14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
大面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149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60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
街道办事处青台山路 890 号 2 栋附
118号、984号、986号
发证日期：2016年09月0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
分行
机构编码：B0004L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6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镇
顺城街27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机
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31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7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6月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机场东
二路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综合
办公大楼附楼一层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
流西航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62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8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
港经济开发区西航港大道二段12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新
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9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
道涧槽北街2号、4号、6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综
合保税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08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0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公兴镇
货运大道868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棠
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55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1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11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
道藏卫路南二段100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三
强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90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2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3月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镇长
冶路二段32号第14、16、18、20、22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航
空港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4U25101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3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4月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
街道锦华路2段1号附1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铁
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6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12月1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五丁路9号
发证日期：2016年09月0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邑天宫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336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3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大邑县花水湾镇天宫
社区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15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
州元通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1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4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元通镇世平街
239-245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31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
州崇阳支行
机构编码：B1062S251010152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崇阳镇蜀州路
10-14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31日

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荷花池
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211S25101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37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8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北站东
一路25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17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
北泉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183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2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8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泉
路1018号31栋一楼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2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体北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3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02月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
北一段 279 号附 1 号 1 层、附 2 号 1
层、附 3 号 1 层；1 幢 10 楼 18、19、
20、21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磨子桥
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4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
南一段57号附3号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机构编码：B0008B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45
批准成立日期：2002年03月2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永安路
299号锦江之春2号楼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华尔
兹支行
机构编码：B0048S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8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6月2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
路9号附11号1层

发证日期：2016年09月06日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
支行
机构编码：B0048S25101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60859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3月0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江西
路82号1层西侧
发证日期：2016年09月06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洪城
南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1090021
许可证流水号：00473932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5月28日
住所：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沱牌大
道南侧子昂金都1幢底2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遂宁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08月2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中渔
溪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35119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558625
批准成立日期：1952年03月01日
住所：巴中市恩阳区渔溪镇解放街
8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巴中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6年02月0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