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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报告中提出，要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省军区系统
是军地联系的桥梁，我们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就要坚持属地负责，面向三军
服务，当好转业干部的代言人，让每名
在驻区安置的转业干部都走出风采、走
出姿态、走出尊严。”在学习十九大报告
交流讨论会上，内蒙古军区转业办主任
汪建军的发言掷地有声。

一组数字印证着汪建军的话：3年
来，内蒙古自治区转业干部档案移交率
100%，离队报到率 99%以上，行政参公
岗位比例保持在 90%左右……目前，到
了军队改革的关键阶段，内蒙古军区着
眼专司主营、服务三军的职能使命，坚
持属地负责，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军地
协调、全程跟踪服务、积极解决矛盾问
题，为回内蒙古安置的转业干部第二次
起跑铺路架桥。

加强军地协调，当好

“军方代表”

多年来，内蒙古军区落实军转移交
安置责任不分内外，将面向全军服务作
为分内职责，自觉把协调配合地方做好
驻地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纳入工作日程，
不管是系统内还是系统外、本单位还是
外单位的转业干部，都一视同仁，力求
当好转业干部的“军方代表”。

今年在内蒙古安置的转业干部中，

有近 80%是从内蒙古军区以外各部队
转业回来的。内蒙古军区转业办坚持
一个标准，本着对所有转业干部负责的
态度，重新逐份逐项认真审查转业干部
及随调家属档案材料，共查纠各类问题
2000余个，组织补充缺漏件 1100余份，
重新认定 100 余名转业干部艰苦地区
工作年限，对近 2/3的转业干部及随调
家属的档案做了及时整改，没有一人因
档案问题退回部队。

开展工作不分亲疏远近，是该军区
转业办顺利开展工作的另一个有效招
法。他们建立“军转干部之家”、开通
“军转热线”，竭诚为每一名转业干部服
务，无论是驻区部队还是区外部队回蒙
安置的转业干部，都让他们体验到部队
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2016 年，火箭军某部转业干部韩
某选岗时，因所选单位属条管单位，担
心安置单位将其安排到旗县工作，到
处托关系、找门子，结果事没办成，本
人情绪产生波动。军区转业办领导了
解情况后，亲自协调安置部门领导给
接收单位领导打电话，将其安置到市
区。韩某激动地说：“我多年一直在外
地工作，回到内蒙古举目无亲，军区就
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积极解决矛盾，当好

“第一责任人”

2014 年，该军区出台了属地负责
制度，要求各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
承担起全军（警）部队转业到本辖区干
部的安置协调责任，参加地方党委常委
的领导自觉担当协调安置“第一责任
人”，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和
建议，确保安置工作有效落实。

他们坚持双向约谈制度，协调军地
纪委领导积极介入军转安置工作，在安
置过程中，部队的问题由部队纪委监督
约谈，地方的问题由地方纪委监督约
谈，切实增强了军地各级做好军转安置
工作的政治责任感。

2015 年，某地级市曾一度安置进
展靠后，甚至出现跨年度安置现象。军
区纪委通过调查发现，这既有地方相关
单位的原因，也有所在军分区协调不力
的因素。为此，军区纪委领导专门约谈
了该军分区主要领导。该军分区领导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加大协调力
度，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2016年，一家中央驻区直属单位
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不落实军转安置
政策，军地移交安置部门多次协调，
仍拒不改正。问题反映到自治区纪委
后，纪委当即通知该单位，准备对其
领导进行约谈，使该单位相关负责人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纠正了错
误做法。

全程跟踪服务，当好

转业干部的“娘家人”

为做到人岗相适、精准安置，转业
工作刚开始，军区转业办就组织转业干
部填写《安置意向表》，了解转业干部安
置意向和特长特点，如有政法、医疗、文
体等方面特殊专长的人员，尽量协调安
置部门提供出相对应的单位。
“此刻，我的心情比在赛场上获得

金牌还要高兴！”选到合适的岗位，原某
军区体工大队转业干部、中国女子柔道
运动员吴树根激动地说。2016 年，她
被批准转业，鉴于专业对口，想到体育
系统工作。军区军转办得知情况后，先

后多次与安置部门协调，专门划定了体
育系统的单位，最终她在积分选岗时选
择了自治区体育局。

针对调整改革期间转业干部的思
想反映，特别是区外回蒙安置的转业
干部对当地安置情况不了解、信心不
够的情况，他们围绕“如何选岗、如
何转岗，如何调整心态、如何走出姿
态”，对到内蒙古安置的转业干部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离队前教育培训，为
转业干部顺利转岗离队奠定了坚实基
础。不少区外回蒙安置的转业干部深
有感触地说：“离开家乡多年，没想
到一回来就有‘娘家人’管我们。我
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培养，军装脱下
了，党性不能丢，一定走出风采，走
出姿态！”

他们坚持解决困难不分彼此，始
终把握一个标尺，真心实意为转业干
部解难题、办实事，不会因为是本单
位的转业干部就尽心协调，外单位的
转业干部就敷衍应付，受到兄弟单位
和诸兵种一致好评。

2014 年，驻朱日和某部转业干部
闫某到地方单位报到上班后，检查出患
甲状腺癌，面临很高的治疗费用。当时
他的地方医疗保障手续还没有办理，本
人压力较大。军区积极协调朱日和训
练基地为其补助 4万余元，又协调安置
单位为其解决部分医疗费，达到了军、
地、个人三方都满意的效果。

内蒙古军区还连续 3年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排忧解难活动，先后协调办理
120 多名转业干部家属随调、子女入
学、随迁落户等手续，为 104 名自主择
业干部解决取暖补贴发放等实际困难，
推荐 56名自主择业干部到中、大型企
业工作，使广大转业干部真切感受到了
部队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助力转业干部再起跑
—内蒙古军区坚持属地负责、面向三军服务做好转业安置工作纪实

■贺志国 李晓峰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大家发现了
新修订的党章里哪些新亮点呢？”11
月 8日党团活动时间，广东省梅州军
分区党委书记彭延虎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集中学习新党章，话音刚落，大家
纷纷举手发言。

政治工作处干事汤维率先打开了
话匣子：“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并明确为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符合时代发展
要求，是这次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
战备建设处参谋肖亮接过话茬：“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更好地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奋力开创多彩新
未来，书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是体
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
内涵的全面把握。”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学习氛围非
常热烈，一个个亮点、一条条体会都
化为一句句肺腑之言。军分区副司令
员赵琼飞说：“新修订的党章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了党
的建设的新鲜经验，让我们更好地领
会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部
署，更好地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军分区
的全面建设中去。”
“这几天，党委机关分头下到各县

区人武部，带着学习成果指导我们深
刻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军分区党委
的学习成果是给我们基层官兵最大的
实惠。”梅县区民兵应急连指导员李阳
的心得体会本上，写着军分区党委关
心连队的一件件实惠事儿，他告诉记
者，近年来，军分区党委针对基层官
兵需求，多次深入班排了解情况，急
官兵之所急，解官兵之所困，坚持每
年为基层办 10件实事，今年还专门建
立了机关各处与人武部各科挂钩的制
度，及时将发展成就与每名官兵共
享，很好地激发了大家为军分区建设
作贡献的热情。

有这样感触的党员干部还有很
多。“军分区党委公平公正处理有关官
兵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很好地体现
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保障处职工
党员罗国平谈到，军分区大力推行财
务公开，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在军分
区形成了“靠能力发展、靠实绩进
步”的良好风气。
“新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让我们感到很亲切、很给力、很受
鼓舞。在以后学习中要不断提高党性
修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永葆党
员先进性。”政治工作处主任杨红军接
上说，“这几年，官兵生活工作条件不
断改善，工作热情越来越高，军分区
官兵战斗力成倍提升，全是得益于贯
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今年，该军分区党委结合教育实
际情况，广泛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基层党组织功能
明显，党员队伍作用增强，先后有 4
个支部被上级表彰。

党章修正案中增加了关于创先争
优的内容，大家的体会尤为深刻。“党
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昂扬
的精神状态，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不
懈努力。增写积极创先争优的内容，
是增强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凝聚力、战
斗力的客观需要和现实要求。”彭政委
的发言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十三亿多人的社
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有担当使命、自我革新的
勇气，有攻坚克难、不惧时艰的劲
气，有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的锐
气。“将干部任用要坚持的原则写入党
章，表明了我们党在干部选拔任用方
面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政治工作
处干事曾思忆告诉记者，这些原则也
是对广大干部的要求，对于我们基层
干部来说，就是要严格落实各级指
示，带好兵，领好队。

采访最后，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自
觉增强“四个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
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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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天高云淡，山林被染成了
七彩颜色。在山林间穿行的湖南省隆回
县人武部扶贫工作队队员们，不由得深
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地处偏远山区的黄金洞村土地贫
瘠，交通不便，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村民
至今仍未脱贫。自人武部党委组织开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以
来，队员们把助力岩口镇黄金洞村脱贫
攻坚作为中心工作，已经记不清在这条
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全国脱

贫攻坚工作做了重要部署。我们要用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抓紧
时间，扎实工作，争取在明年帮助黄金洞
村提前脱贫。”隆回县人武部政委吴正桂
给队员们鼓劲。
“要把扶贫工作更好地向前推进，一

定要过好‘群众路线’这一关。扶贫干部
应该和贫困户交朋友，俯下身来认真倾
听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县委书记马健强
在全县脱贫攻坚督战会上的讲话，让扶
贫工作队的队员们信心满满。

今年 10月，新一轮驻村扶贫工作展
开，20多天里，工作队走访全村 731户人
家，与 128户贫困户、375人进行恳谈，摸

出不少真实情况，为“一对一”精准扶贫
打下了基础。

结合几年来的扶贫经历，扶贫工作
队得出一条深刻的感悟：帮扶一定要帮
到贫困户的“痛点”上。

今年初，一场大火将贫困户周贤仁
的家化为灰烬。周贤仁平时靠打零工、
种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此时望着被
烧毁的房子和 3个正在读书的孩子，他
号啕大哭。工作队立即将情况向人武部
领导进行汇报。人武部党委了解情况
后，立即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捐款捐物，当
天就将 6床棉被、15件衣物、10袋大米、3
桶油送到周贤仁手中。

吃穿是不愁了，可孩子上学怎么办？
在校生活费怎么解决？如何帮助他们重
建住房？人武部党委决定开展“一帮一”
助学活动，由部领导分别帮扶周贤仁的3
个子女，每人每年资助 1000元。同时协
调岩口镇和县住建局，将周贤仁家列入危
房改造对象，解决了3万元建房补助。

10月 27日，新房顺利完工，乔迁新
居的周贤仁告诉前来道贺的村民：“是党
的好政策让我住进了新房，是武装部的
领导解决了我的各种困难。”
“精准扶贫好比射击，找准靶心是关

键。”吴正桂说，要弄清扶贫对象是谁，最
缺什么，有发展能力的村民，就要想办法
帮他们发展产业脱贫。

11月 4日，笔者在黄金洞村采访时
发现，只要见到穿军装的扶贫工作队队
员，村民都会主动打招呼，有的还邀请他
们到家里喝茶、烤火。

“热情源自于感恩，老百姓永远不会
忘记为他们办实事的人。”扶贫工作队队
长卢照荣说：“工作队的付出，让他们看
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

交通问题曾是村民脱贫致富的最大
障碍。以前村民出村，攀岩走壁要花两
个多小时，村民卖一头猪的钱抵不上雇
人抬猪下山的工钱，因为路难行，山上的
蔬菜、烤烟、茶叶都运不出去。

2014 年，时任隆回县委常委、人武
部部长潘光明第一次带领扶贫工作队进
村走访，村里的几十位老人拦在车前，恳
请帮助他们修一条通往村外的路。
“一年之内把通村公路修好，3年内

把绕村公路修通。每年为村里引进致富
项目不低于 3个。”潘光明代表扶贫工作
队向村民立下“军令状”。

打报告、找项目、筹资金，人武部领
导协调县交通局，争取到村道硬化财政
补贴 180万元，又拨付了 30万元专项帮
扶经费。10余公里的村道如期完工，10
多个扶贫项目在黄金洞村接续展开。

在位于黄金洞村的县人武部扶贫工
作办公室，一幅特殊的“作战图”——《黄
金洞村脱贫攻坚时间表》悬挂在最醒目
的位置，128户、375人的脱贫时间、脱贫
进度，用不同颜色标注得清清楚楚。
“挂图作战，精准扶贫，是我们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黄金洞
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庄严承
诺。”吴正桂指着墙上的图表对记者表
示，“这幅扶贫‘作战图’，是压力、是动
力，更是使命。”

黄金洞村扶贫记
■李 嘉 卢照荣 刘 勇

11月8日上午10点，陕西省延

安军分区组织机关和市区人武部干

部职工到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参观

见学，并重温入党誓词。

中央大礼堂，是中共七大旧址

的核心建筑。进入礼堂后，在“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会标前方，干部职工整齐列队，面

向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履行党员义务……”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

东思想写入党章，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确

立。弹指一挥间。72年后，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开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宣誓不是一次仪式的重演，而

是触及灵魂的洗礼。延安红色景点

和革命旧址数不胜数，把重温入党

誓词活动选择在此有着特殊的含

义。”延安军分区政委阎能利说，伟

大的时代需要思想指引，伟大的事

业需要核心领航，感悟中共七大历

史，更能让大家自觉增强维护核

心、听从指挥的意识。

铮铮誓言触及灵魂
■丁木成 本报记者 曹 琦

内蒙古军区组织计划

分配军队转业干部进行为

期一周的离队前教育培训。

李晓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