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3496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17年9月

12日
星期二

丁酉年七月廿二

■本版责任编辑 赵 利

网址：http://www.81.cn
投稿邮箱：zggfb@jfjb.com.cn

代号1-188 国内统一刊号：cn81-0002/(J)

中国国防报

微信公众号

“你所站立的地方,是你的部队；你
什么样，你征的兵就学什么样！”这句话
成为近期河南省军区的流行语。
“兵之胜在于篡卒。”征兵为打仗。今

年征兵工作全面展开期，时逢学习贯彻
习主席“7·26”重要讲话精神热潮期，该省
军区以重要讲话精神为统揽，教育引导人
武系统党员干部着力回答和解决好“为谁征
兵、为谁当兵”的问题，以打仗的作风选打仗
的兵。成绩令人欣喜，收获给人启示。

关键词之一 忠诚

用一颗忠诚的心，培养

忠诚的第一课

“在八面来风的环境里，我们更要坚
守内心的忠诚！”笔记本中坦露心迹的是
兰考县人武部政委朱晓峰。

习主席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指
出，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省军区两位主官态度鲜明：“没有忠
诚作基石，人民立场就站不稳。征兵工作
是省军区系统改革落地后首个考场，我们
一起步就要站在忠诚的跑道上！”

兰考县人武部在讨论中，有的同志
不解：“忠诚与征兵有关系吗？”
“关系大了！”曾任省军区纪检处长

的朱政委给大家播放了一部警示教育
片，看看不忠诚的代价有多重：一位师级
干部曾是西南边境战场上的英雄，却蜕
变为征兵收贿的罪犯。他的悔过书振聋
发聩：“我把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
了油水关系，这些恶行源于伪忠诚！”

征兵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是省军区
系统最直接的群众工作。8月下旬，中
牟县官渡镇段庄村应征青年段天祥没想
到，政治考核时，街道武装部、派出所、村
干部，访邻居、找老师、问同学，盘查他的
社会活动记录会这么细。该县人武部部
长张德炯介绍，他们推行精准式走访，对
应征青年多维立体“画像”，尽管工作量

倍增，但心里更有底了。
省军区政委胡永生说：“河南是兵员

大省，每一名新兵都可能成为导弹发射
手、潜艇操作手，未来战场上，可能影响一
次战斗、关乎一次战役，甚至输掉一场战
争！如果降低标准，征兵第一道关口把不
严，贻误强军大业，就会成为历史罪人！”

关键词之二 担当

用一副担当的肩膀，

选有血性能担当的兵

8月 27日，这是西华县人武部政委
郝清俊在役前集训现场的一天：

6：10，组织早操；8：00，队列训练；
10：30，役前教育；下午 2:30，体能训练；
下午 4：30，找有思想波动的应征青年谈
心；晚上9：20，准备教案。

担当不是一句轻松表态，更非一个
廉价承诺。郝政委介绍，该人武部部长、
副部长转业后，只有 3名现役干部，两个
多月来，他军政“一肩挑”，日夜连轴转，
只请过一天假回信阳老家看望瘫痪在床
的母亲。目前，该省军区有 66名像郝清
俊这样的军政“一肩挑”的主官，默默无
闻冲锋在征兵一线。

近年来，该省有些新兵入伍后，不适
应部队紧张的训练生活，出现少数思想
退兵。8月中旬，该省军区要求人武部
拿出一周时间，集中组织“双合格青年”
进行封闭式、考察式、淘汰式役前训练。

少数同志存有顾虑和畏难情绪，感到
组织这么多人搞严格的连队化训练，万一
出现问题，不好向家长交待。省军区领导
说，我们如果畏首畏尾，连这点担当都
没有，谈何为人民军队挑选“优质钢”？

结合第三季度“大党课”课堂，郑州警
备区组织开展“我的岗位连着强军战位，
我的肩膀关乎长城脊梁”担当精神大反
思、大辨析活动。中牟县人武部政委李长
松说，“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
的历史使命，是习主席‘7·26’重要讲话中
的重要内容，这启示我们，越是责任与压
力并重的时候，越能考验党性担当。”

一线阵地上的每身绿军装，都是一
张流动的动员令。目前，全省人武部数
百名领导干部活跃在征兵一线，4万余
名“双合格青年”役前集训结束，教育训
练成果显著，达到“零事故”，兵员质量较
往年大幅提升。

关键词之三 干净

用一身干净的形象，

选出过硬的兵

“兵役机关针尖大的口子，会给部队
带去斗大的风！”省军区司令员周利说：
“人武部干部是新兵第一任‘班长’，如果
‘兵之初’就发现部队有歪风，‘兵之旅’
可能会托关系、走后门学技术、转士官、
考军校，给部队风气建设带来‘多米诺效
应’的恶性循环。”

去年征兵期间，一位乡专武干部吃
了群众两顿饭，收了两条烟，尽管是“小
礼物”，但给予了严肃纪律处理。今年廉
洁征兵警示教育中，这件事又被拎了出
来。有的同志不以为意，感到小题大
作。省军区领导以习主席“7·26”重要讲
话中“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章节
引导大家深化理解，形成共识：“微腐败”
不治理，会为部队造成大祸害！
“早上清清白白出去，晚上干干净净

回来！”今年刚上任的禹州市人武部政委
李明根，征兵工作头件事就是组织廉洁
征兵“承诺、守诺、践诺”活动。

像这样的活动，花开中原大地。该
省军区党委常委分头深入 54个县（市、
区），各级组织 35个巡查督导组，军地签
订 3300 多份廉洁征兵责任书，聘请 1.1
万名廉洁征兵监督员，下沉一线抓监督。

兵役机关的好风气、好形象，最有说
服力。8月23日，河南省省直女兵综合素
质考评中，视频同步直播，家长在场外通过
监控大屏可全程看到孩子的考试情况。这
种可视化的征兵监督工作创举，被河南媒
体喻为“以看得见的公正取信于民。”

征兵的人干净了，征的兵就不会被污
染。近日，省军区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
群众对征兵工作满意度有较大提升。河
南农业大学在校生吉豪运在微信朋友圈
中说：“正能量是可以传递的，我到部队
后，要当好‘河南兵’的形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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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思男、记者乔振友报
道：8月下旬，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
征兵宣传员向人武部报告：辖区大学生
应征对象王刚家庭贫困，母亲体弱多
病，当兵的决心有所动摇。人武部领导
当即协调相关部门，为王刚家解决了低
保和廉租房等事宜。王刚深受感动，不
仅坚定了当兵的志向，还加入了征兵义
务宣传员的队伍。

如今在鹤岗，军人和军属优抚政策
落实到位，“当兵好”“当军属好”已成为
共识。但曾经，该市因财政困难一度拖
欠义务兵优待金，受到各界质疑。后经
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缓发公务员工
资，才得以一次性补发了所有拖欠的优
待金，赢回了社会信任。

这件事也让黑龙江省军地领导清醒
地认识到，只有服务好入伍的、保障好退
伍的，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增强军人
荣誉感和社会地位，才能持续调动广大
适龄青年特别是高素质青年参军的积极
性。为防范优待金发放成“空头支票”的
事情再度发生，该省征兵办公室在军委

国防动员部《征兵工作“五率”考评暂行
办法》基础上，创新性提出将“优待金发
放率”作为“第六率”加入《黑龙江省征兵
工作量化考评暂行办法》，下大气力狠抓
优待金社会化、规范化发放。

据介绍，该《办法》采取百分制计分
方法，结合每项指标的本质属性和评估
对象的差异性，分别确定 19项二级指
标的评分办法，其中，“优待金发放率”
包括“第一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含高
原生活补助金）发放率”“第二年义务兵
家庭优待金（含高原生活补助金）发放
率”“大学生入伍奖励金发放率”3项二
级指标，共占 10分。以该省入伍士兵
信息管理系统为准，确定义务兵家庭优
待金、入伍大学生奖励金应发和实发人
数，保证不落一人。与此同时，将量化
考评结果作为实施奖惩和干部调整使
用的重要依据，考评结果“不达标”的，
要向上级写出书面检讨。同时要求，对
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士兵家庭，军地有关
部门要给予政策上的优待和生活上的
帮助，确保战士无后顾无忧。

在征兵工作考评中新增“优待金发放率”指标

黑龙江省 严防优待政策成空头支票
本报讯 徐文涛、记者肖芳菲报道：

“我要报名去西藏！”8月 24日，福建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 8名体检合格的在校大学
生向院武装部提出进藏服役申请。一名
学生告诉记者：“我想到西藏保卫边防，
不仅是因为省里出台相关优待政策吸引
了我，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当兵就应该到
艰苦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服役。”

据该省征兵办领导介绍，福建省各
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征兵工作，高学历
士兵征集比例逐年攀升。前不久，他们
受领西藏兵员征集任务后，为有效激发
适龄青年进藏服役热情，专门研究出台
了 6项进藏兵员相关优待政策：服役期
间的优待金，按照不低于当地优待金标
准的 3倍发放；服役期满的退役士兵可
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并享受相关加分
政策；各事业单位可面向服役期满退役
的进藏士兵，设置“专门岗位”进行公开
招聘；进藏大学生退役士兵参加省公务
员“专门职位”招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
取；各国有企业应提供相应工作岗位专
门用于招聘服役期满退役的进藏士兵；

自谋职业的按照当地的一次性经济补助
金标准的2倍发放。

此外，该省还规定：增发的优待金、一
次性经济补助金由各设区市统筹安排，按
各县（市、区）实际批准入伍进藏人数划
拨；除省里出台的优待政策外，各地可结
合实际制定进藏兵员其他优待措施；其他
兵员入伍后，因随部队执行任务等原因进
入西藏地区工作满两年的，在出具相关证
明后，也可享受政策优惠。

优待政策落实好，思想激励紧跟上。
连日来，该省应征青年志愿进藏服役的热
情持续高涨。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该省征
兵办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和高校，以纪念建
军90周年为契机，在应征青年中广泛开展
“寻访革命足迹，聆听强军故事，争当英雄
传人”活动，通过到革命圣地探访，聆听专
家授课等，打牢应征青年“忠诚报国、理性
报国”的思想根基。

研究出台进藏兵员相关优待政策

福建省 应征青年进藏服役热情高

图①：云南省新兵出征仪式上，新兵代表发言慷慨激昂。本报记者 严 浩摄

图②：山东省新兵即将乘车远行，青春的脸庞写满了对军营的向往。
本报记者 熊永岭摄

图③：湖南省欢送新兵仪式上，送行的“兵妈妈”为儿子擦去离别的泪水。
本报特约通讯员 田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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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报国离家乡 满怀豪情赴军营
——全国各地新兵起运掠影

一年一度秋风劲，建功立业正当时。
9月10日起，全国新兵起运工作正式开始，各地为2017年度新兵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万名

新兵离开家乡，带着亲朋好友的嘱托和不舍，带着家乡父老的眷恋和期盼，带着对火热军营的憧憬和向
往，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我们衷心地祝愿，每一位新战友都能在军队这所大熔炉里成长成才、百炼成
钢，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绽放自己人生的光彩。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