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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点兵”，高手鏖战，谁是
最强网络攻防手？

9月13日至14日，江西省首届
“赣网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在南
昌举行。这一由省委网信办指导、
省公安厅和省工信厅联合主办的
全省顶尖“黑客”赛事，拉开了我省
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序幕。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9月 13日 9时 30分，一场看不
见硝烟的“战争”在江西神舟信息
安全评估中心“开战”。

赛场内，12支战队队员端坐在
电脑前，有的选手埋头写代码，有
的在纸上快速记下几串字符，递给
身边的队友。电脑屏幕上，各类代
码不断蹦出，让人目不暇接。

赛场外，举办者在大屏动态平
台上通过图标和数据的形式，展示
参赛选手间激烈的对抗过程。

仅仅 3分钟，一支战队连续攻
破数个漏洞，迅速拿下 70分，场外
观摩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叹。

“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
涌！”专家组专家江西警察学院教
授涂敏介绍，此次入围“赣网杯”
决赛的 12 支战队 36 名选手，是从
全省党政机关、科研机构、高校、
金融、医疗、能源、通信等重要行
业领域的 173 支队伍近 500 名选
手，经过预选赛“浴血厮杀”选出
来的。

“决赛采用的是更贴近实战的
AWD攻防对抗赛制，更加注重‘攻
击’与‘防守’两方面能力的比拼，
对选手的技术和速度要求更高。”
现场裁判、省公安厅警务技术二级
总监吴国强告诉记者，每个队伍都配备了3台服务器，这3台
服务器都运行同样的服务，并且具备同样的漏洞。在持续 8
个小时的对决中，参赛选手不但要对自己的服务器进行维护、
寻找漏洞、修补漏洞，巩固自己的壁垒，同时还要通过这些漏
洞去攻击其他队伍的“软肋”，窃取其他队伍靶机上特殊的 flag
值，获得分数。

网络安全的本质是攻防对抗

“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保障经济和
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省公安厅网安总队
总队长琚忠秋介绍，目前网络攻击已经演变为有组织的黑客
行为，甚至产业化。最常见的是攻击数据库盗用个人信息，然
后利用获取的大量个人信息进行非法牟利。数以百亿计的智
能产品、基站、宽带、大型硬件系统等网络硬件设备的安全，成
为网络攻防的重中之重。

“当前，网络攻击技术和手段不断演变，网络攻防大赛也
需要与时俱进。”在省委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处副处长胡琳宇
看来，网络安全的本质就是攻防对抗，不仅要了解对手的特点
和动机，更要像对手那样思考。通过类似的攻防竞赛，掌握攻
的方法、防的思路，能有效检验提升网络安全人员发现和防御
风险的能力，化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进而磨砺全省各重要行
业领域的网络安全攻防能力。

“没有哪个安全产品是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吴国强坦言，
网络安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攻击者会不断寻找防护方的弱
点，防护方也会不断探索对付新攻击的手段。只有强化防护
意识，不断总结经验，把握变化规律，增强实战能力，才能有效
提升全省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发现一批网络安全人才

经过8个小时不间断紧张激烈的较量，最终，来自江西理
工大学的战队夺冠。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省工信厅信
息安全协调处副处长周轶东说，这次攻防大赛不仅是一次锤
炼过硬网络安全人才队伍的机会，更是一次发现和选拔网络
安全专门人才的机会，为进一步推动我省信息安全产业稳步
发展升级、打造信息安全产业链建设储备人才。

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民警黄国平认为，当前，我省网络安全
人才数量缺口大，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同时，由于各种原
因，网络安全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希望能出台更多特殊人才
使用政策，把本省人才留下来，把外省人才引进来。

琚忠秋则认为，一场比赛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人才培养
的问题，但可以通过不断的比赛，引起更多人对网络安全的重
视和兴趣，“我们希望通过大赛，搭建一个桥梁，让高校、政府、
各行各业同台切磋，为维护全省网络安全提供坚强的人才队
伍保障。”

“网络安全实战性比较强，光靠理论不行。”夺冠队伍领
队、江西理工大学信息安全专业教师王俊岭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培养优秀的网络安全人才，需要分工配合——政府积
极搭台引导，学校夯实理论基础，企业提供实践平台，大家齐
心协力，共同探索出符合我省产业发展的网络安全人才教育
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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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在峡江县家政技能培训中心，培训老师为学
员做示范教学。峡江县结合市场需求，开设就业技能培训
班，免费为贫困户、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提供家政、烹饪、育
婴等技能培训，并就近推荐就业。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破解事与权不对等的矛
盾，打造“小而全”服务型乡镇

迈步进入山庄乡政府办公楼一
楼，干净整洁的便民服务中心审批大
厅让人眼前一亮。与众多乡镇审批大
厅不同的是，审批窗口并未按部门分
类，而是根据服务事项分为经济发展、
农业农村、社会事务、综合服务 4 个窗
口。

“按服务事项分类，服务牌上再列
出具体事项，突出的是便民服务的功
能。”山庄乡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瑛
介绍说，这里所有窗口不再由县直各
部门派驻人员，取而代之的是乡便民
服务中心的专业审批人员。

窗口变了，给基层群众带来哪些
变化？山庄乡东头村党支部书记邹建
平深有感触——以前窗口虽多，但各
窗口没有足够的现场审批权限，只能
管自己所在部门的事，一旦审批人不
在，不但这项审批办不了，还影响下一
个部门的审批，村民常常为一件事，在
县城、乡镇来回跑。“而现在，即便是节
假日，只要审批大厅有一名工作人员
在，所有审批事项也能一次办完，盖上
一个行政审批章就能吃下‘定心丸’。”

乡镇政府与群众距离近，也承担
着公共服务和发展的重任。但现实中
很多事，乡镇却愣是管不着、办不了。
因为，事在乡镇、权在上级，存在着“玻
璃门式”条块壁垒。

如何破解乡镇事、权不对等的矛
盾，安福县选择了赋权乡镇。在总结
洲湖镇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20 年 3

月，安福县一次性将 54 项与基层群众
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权下放至其他18
个乡镇。

在权力做“加法”的同时，安福县
在乡镇机构设置上也做了一次彻底的
重构性“减法”。撤销此前县直部门派
驻乡镇的财政所、国土所、规划所、农
技综合站、林管站、水利站等“七站八
所”，代之以“5+2”模式，即在乡镇党政
班子之下，设立5个综合性党政内设机
构及便民服务中心、综合执法队2个公
益类事业单位，将此前县直单位所派
驻的人员归入乡镇管理。

“一个部门对接上级多个部门，一
个工作人员掌握多个岗位工作技能，
乡镇的事乡镇管得到，乡镇的资源乡
镇可以集中调度，可以说，在事与权趋
于平衡之后，现在的山庄乡已向‘小而
全’的服务型乡镇迈进了一大步。”山
庄乡党委书记唐羡锋感慨道。

破解责与能不匹配的矛
盾，打造“专而强”效能型乡镇

有了充足的管理之权，还得有强
而有力的治理之能。

洲湖镇一名干部向记者透露，
2016年前后，镇里秸秆焚烧现象严重，
但由于环保执法权在县环保部门，镇
干部只能进行劝说并向有关部门反
映，收效甚微。有一次，镇里强行整
治，对几名村民作出经济处罚，对方却
到法院告政府越位执法，最后不得不
退款了事。

杨海武坦言：“服务与治理是乡镇
功能的‘一体两翼’，如果没有强而有
力的执法权，给到乡镇的权力，只能做
到服务群众，而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
这无疑让乡镇功能大打折扣。”

在安福县乡镇机构改革中，为乡
镇“赋能”成为重头戏。

在征得省市同意后，2020 年 3 月，
安福县将涉及农业、水利、林业、生态
环保等与基层群众息息相关的87项执
法权下放至乡镇，由乡镇组建综合执
法队行使执法权。

“执法名正言顺、行动及时高效、
处罚有理有据，可以说，乡镇综合执法
队的组建，在精准打击基层违法乱象
的同时，还对潜在违法行为形成了有
力的震慑，是乡镇治理由‘软’转‘硬’
的关键之举。”唐羡锋告诉记者，短短
半年时间，山庄乡非法违规开采矿产
的现象大为减少，基层治理的效能正
在提升。

上级各部门执法权的集中下放，
带来的是乡镇各类治理资源的全面整
合。通过整合消防、应急管理、城乡管
理、环境整治、社会救助等部门资源，

安福县已在 19 个乡镇建起“一个中心
指挥、一张网络覆盖、一个网格办事、
一个终端运行、一个考核标准”的“全
要素网格”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对村
组、学校、医院、市场等每一个治理单
元的网格化管理、智能化监控，做到第
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基层的矛
盾与问题。

“实施‘全要素网格’治理后，我们
在乡综治中心的监控中心，可随时查看
全乡所有河道、水库、学校、市场、村庄
的视频，及时发现和指挥处理火灾、洪
水等各类突发事件。”山庄乡综治中心
副主任傅晶认为，基层治理资源的整合
利用，让基层治理能力真正强了起来。

破解编与岗不统一的矛
盾，打造“精而美”活力型乡镇

赋权、赋能之后，乡镇能否真正强
起来，还得看干部是否想干事、有能力
干事。

安福县委编办主任刘文娟告诉记
者，一直以来，乡镇干部队伍存在着两
个问题：一是不少“七站八所”的工作
人员岗位虽在乡镇，但编制在县直单
位，县直单位可随时调用，长期以来便
形成了人员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编
等混编混岗现象，人员看似不少，但乡
镇真正能用得上的却不多。二是由于
乡镇工作较苦、提拔空间有限且远离
家人等原因，干部队伍不稳定，尤其是
乡镇急需的全能型优秀人才很难引得
进、留得住。

为啃下乡镇人事改革这块“硬骨

头”，安福县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混编混岗难题首当其冲！县委首

先要求，全县各部门、乡镇借用人员必
须经县委组织部书面批准，否则，任何
单位不得私自借调，“闸门”一收紧，县
直各部门向乡镇借人的风气戛然而
止，各部门派驻乡镇的工作人员纷纷
各就各位。

借出的人员返回岗位仅仅做好自
己的工作还不够，乡镇工作的特殊性
还要求干部能一专多能、随时接受乡
镇党委政府的统一调度。为保障乡
镇在岗人员乡镇管得到、用得好，安
福县将 627个乡镇事业编分配至19个
乡镇，将“七站八所”人员分类转入乡
镇编制，实现了岗位和编制的一体化
管理。

乡镇管得了，还得干部有干劲！
在人员下沉的同时，安福县在财政管
理、干部提拔、绩效考核等方面赋予了
乡镇更多的保障和自主权。在足额保
障乡镇人员工资、福利及运转经费的
基础上，全额返还乡镇所有非税收入，
强化乡镇财力自我保障能力；增设 35
个事业单位副科级职数，解决乡镇综
合执法队队长、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等
重要岗位及优秀人才的行政待遇，提
升乡镇工作上升空间；由乡镇党委政
府制订干部考核办法，实施差异化绩
效奖励机制。

“一系列人事改革‘组合拳’打出
后，乡镇工作人员的心更稳了、更齐
了，如今主动请缨到乡镇工作正成为
县直机关干部群体中的新现象。”刘文
娟笑着说。

乡镇变革的新突围
——探析安福乡镇机构改革难点的破解之道

本报记者 杨建智

改革后，乡镇整治农村违章建房现象力度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加速。图为瓜畲乡南陂村村貌。 通讯员 周 琳摄

在山庄乡便民服务中心审批大厅，如今只要有一名审批人员在，便能一次
性完成所有审批事项。 通讯员 王志宏摄

9 月 10 日，信丰县 5G 产业
园，无人机航拍的“科技之门”蔚
为壮观。当地高质量推动5G产
业发展，目前已建设占地500亩
的科技产业园，涵盖研发、制造、
检测、体验等功能，打造健全的
5G产业体系和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科技之门”

“要是没有这场彻底的乡镇
机构改革，我们洲湖镇怎么也干
不成这么大的事！”穿行在集镇
内井冈山纺织厂棚户区改造的
工地上，看着18栋居民楼拔地而
起，安福县洲湖镇党委书记杨海
武倍感自豪。

井冈山纺织厂是上世纪60
年代建立的一家国有企业，兴盛
时，厂区内生产、生活人口超过1
万人。随着企业的没落，居民老
旧生活区的改造，成为困扰洲湖
镇的“老大难”。2018年以来，洲
湖镇筹集资金2亿元，先后启动
了四期井纺厂棚户区改造工程，
1400余名老职工陆续实现“出棚
上楼”。

在安福县，像杨海武一样想
干事、敢干事，因干成事而自豪的
干部大有人在。探问其中原因，
记者听到最多的是——自2018
年洲湖镇启动机构改革、2019年
全县铺开乡镇机构改革以来，在
乡镇干事有权、有为、有位。

安福县是经历了怎样一场
变革性突围战，才打通了机构改
革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