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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征兵办

召开征兵工作业务会
本报讯 徐振宇、宋宁报道：7月 2

日，上海市政府征兵办公室召开全市征
兵工作业务会，贯彻落实全国大学生征
兵工作会议精神，分析高校预征和征兵

“五率”考评形势，就大力推进征兵“五
率”考评进一步作出明确和部署。会议
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命令意
识和责任意识，确保以主要力量、主要
精力抓好征兵工作。

达州市

兵役登记人数提高7%
本报讯 高军政报道：今年以来，

四川省达州军分区结合兵役登记的新
变化、新要求，采取向适龄青年及家长
发送兵役登记短信、设立兵役登记咨询
服务热线电话、在各街道社区和学校设
立兵役登记咨询和报名点等方式落实
兵役登记工作。截至6月30日，该市共
有近20万名适龄青年进行了兵役登记，
登记人数比去年提高7%。

海口市美兰区人武部

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
本报讯 朱贵权、张慧军报道：近

日，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武部组织
征兵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各级关于加强
廉洁征兵工作指示精神，学习《廉洁征
兵若干规定》和《征兵工作实施办法》，
还结合征兵过程中体检、家访、政治考
核、定兵阶段等各个具体环节，认真剖
析以往的典型案例，认真开展廉洁征
兵警示教育。

大城县

开展民兵基地化军事训练
本报讯 何晓宁报道：6月 25日，

河北省大城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
队，在民兵训练基地开展为期11天的封
闭式军事训练。该人武部结合民兵分
队遂行任务专业性强的特点，训练中设
置防火救灾器材操作使用、轻武器实弹
射击等课目。通过此次训练，提升了民
兵队员的军事素质，进一步增强了民兵
应急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本报讯 王海刚、特约记者于安丰
报道：自6月25日开始，山东省威海市各
高中纷纷开展高考志愿填报辅导讲座。
在辅导课堂上，一支支身着绿军装的征
兵宣传员队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对兵
役法规政策的宣讲，许多学生听得认真、
问得积极，当场决定报名应征。

今年，为吸引更多大学生参军入伍，
威海市征兵办将目光瞄准了今年参加高

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经与教育部门沟
通联系，决定利用 6月 24日高考成绩公
布后，各高中学校组织高考志愿填报辅
导的时机，组织宣传力量，走进学校登上
讲台，为学生面对面宣讲征兵政策。为
此，威海市征兵办专门推出征兵“套餐”：
为每名学生送上一堂参军政策解读课，
一本征兵流程说明书，一份征兵贴士，一
场一对一的答疑对话。

6月 25日，在威海乳山市银滩高级
中学，辅导老师进行完高考志愿填报辅
导后，乳山市人武部政委吕建川登上讲
台，从大学生走进军营对实现强军目标
的时代意义，到大学生士兵建功军营的
鲜活事例；从军兵种征兵标准要求到参
军入伍优惠政策的“五个明白账”，进行
了详细辅导讲座。配合课堂上的精彩宣
讲，这个人武部还在校园内专设了服务

站。人武部干部职工身披征兵宣讲员绶
带为应征青年提供咨询服务，有的学生
当场报名，有的留下联系方式。据统计，
仅 1天时间，大学生应征比例提高了
7.6%。刚刚报名应征的准大学生蒋方涛
说，通过征兵政策宣讲，明白了强军的时
代需要和自身良好的发展契机，相信参
军入伍后一定能履行好兵役义务，不断
磨练成长。

威海市征兵办针对毕业生推出征兵“套餐”

征兵宣传融入高考志愿填报辅导

本报讯 徐岳峰报道：近日，由天津
市北辰区人武部联合辖区高校举办的

“牢记嘱托、参军报国”高校征文颁奖文
艺演出系列活动分别走进天津商业大
学、天津职业大学等5所高校，在北辰区
的高校大学生中产生良好反响，营造了
有志青年参军入伍的浓厚氛围。截至目
前，该区大学生登记率和报名率分别比
去年同期提高了50%和30%。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给南开大学学生
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征兵宣传
教育进高校活动启动仪式”上的具体要
求，年初以来，北辰区人武部联合辖区高
校深入开展“牢记嘱托、参军报国”主题征
文比赛，共收到征文万余篇。该区人武部
邀请市征兵办、区委宣传部、辖区高校等
领导专家和老师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进入
终审阶段的100余篇优秀征文进行评审，

评出一、二、三等奖和高校优秀组织奖。
6月初，北辰区人武部会同各高校

组织了巡回颁奖演出系列活动，活动将
征文颁奖、主题演讲、文艺演出、十九大
精神宣讲、兵役登记报名有机融合在一
起，军地领导为获奖师生颁奖，获奖代表
进行主题演讲，讲述对中国梦、强军梦的
认识，讲述与军旅的情缘，让大学生对部
队及军营生活有了更多认识。

在专场文艺演出环节，该区人武部
干部职工编排了《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春天的故事》《不忘初心》等主题歌曲，
穿插了对十九大精神的宣传解读，在学
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该区人武部还利用
征兵办领导为大学生开展征兵政策讲座
时机，将兵役登记平台搬进大学校园，现
场组织大学生进行兵役登记，极大方便
了大学生报名参军。

天津市北辰区人武部组织主题征文巡回颁奖活动

文艺演出浓厚高校参军报国氛围

本报讯 刘仁浪、李贵平报道：6
月下旬，广东省茂名市征兵办协调该市
教育部门，获取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名
单和近4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名
单，分门别类下发至镇、村两级，指导一
线征兵宣传员分片包干逐村逐户上门宣
传，动员大学生积极应征报名。

茂名辖区高校少，大学新生和在外
就读大学生是该市大学生征集的主要群

体。为动员大学生应征，茂名市从乡镇
干部、民兵干部、高三班主任、高校辅导
员中遴选了一批征兵宣传员，并组织他
们进行培训，重点了解掌握大学生征兵宣
传政策规定、程序方法及有关要求，提高
征兵宣传员的业务能力。收到名单后，征
兵宣传员便深入辖区各村庄、社区、高级
中学，针对大学新生和在外就读大学生展
开精准宣传发动。

据茂名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茂名军分区司令员曾锡隆介绍，茂名
市结合高中组织高考填报志愿和教育部
门组织高校招生宣传咨询活动，深入各
高中开展大学生征兵宣传活动。针对已
经入学的大学生，逐户上门宣传。对于
在外地的大学生和家长，逐人打一次电
话、邮寄一份宣传单，全面宣讲和解读兵
役法规政策以及升学复学、学费资助、考

学提干、退役安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确
保每名大学生熟悉参军入伍各项政策。
因宣讲到位、工作扎实，一些在外上学的
学生决定回原籍入伍，还有一些高中毕
业生决定优先选择参军。今年高考达到
本科分数线的茂名籍学生何金城说：“大
学生当兵既有成长成才的广阔空间，又
有这么多优惠政策，报名参军是我的不
二选择。”

茂名市征兵办分片包干展开精准宣传

逐村逐户动员大学生报名应征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6月23日上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在宁海路海洋国防教育馆组织“鼓楼区预定兵大学生集中教育暨《预定兵通知书》发放活动”，鼓楼区人武部、宁海路街道及南京邮电大
学、南京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武装部领导和百余名大学生参加。图为大学生在活动现场签名表达参军报国意愿。 童昇华摄

本报讯 董昊堃、安亚东报道：评
选“最美军人家庭”、组织企业与军人家
庭联谊共建结对子、发动爱心企业帮扶
困难军属……连日来，辽宁省沈阳市沈
河区人武部把优待军属作为尊崇军人
的着力点，组织拥军力量开展走访探
望、节日慰问、贫困帮扶救助等活动，浓
厚“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社会氛围，
激发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

沈河区人武部领导认为，激励更
多优秀青年参军报国，要把适龄青年
作为动员主体，要把优待军属的工作
做到位。实际工作中，他们持续加强
与山东庙街道、新北站街道等沟通协

调，坚持把军人家庭作为关爱重点，进
行经常性帮扶活动，有效激发社会力
量拥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在
山东庙街道组织的“致敬兵妈妈、感召
好儿男”活动中，多家企业纷纷献上爱
心；在“最美军人家庭”评选表彰活动
中，受表彰的军人家庭，赢得社区居民
的广泛赞誉，新北站街道居民还表演
了舞蹈《中国范》《吐鲁番的葡萄熟
了》，演唱了歌曲《母亲》。

优待军人家庭，感召血性男儿。截
至目前，该区报名应征人数比去年有大
幅增加。

沈阳市沈河区

优待军属激发适龄青年参军热情

德国作家尤格?布莱克写了一本
叫做《无效的医疗》的书。该书从多
个角度阐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很多药
是不该吃的却在吃；很多医疗是不需
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
苦却也在做。书中列举了胆囊结石、
心脏支架、椎间盘等手术的案例分
析，并直言有相当一部分病不治比治
的结果更好，有时候治了反而会造成
更大伤害。然而现实中，无效的医疗
现象却比比皆是，不少人无能为力且
习以为常。

细细分析，类似“无效的医疗”
的情形在一些部队并不少见：一个
单位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往往是领
导批示、机关开会、下工作组调查
事情经过、查找原因、总结教训、提
出对策、部队整改、形成报告、下发
通报，一套完整流程。就像医生给
病人检查诊断、吃药打针、做手术
一样，把“治疗”程序当“疗效”。于
是，很多时候工作组走了，隐形的
问题还在那里，有的问题会随时间
慢慢消化，而消化不了的就会隔段
时间反弹发作。

纵观近年来一些部队发生的事
故案件，常常是前脚发通报，后脚又
出事，造成整顿连着整顿，检查挨着
检查，但安全形势却没有得到根本
扭转。大家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弄清三个问题：
一是各级究竟有多少工作不该做却
在做？二是有多少没必要的会议还
在开、文电还在发？三是今后可不
可以尝试给工作一点“留白”，特别
是给基层部队留下一点“自愈”的时
间和空间？

用医患关系来类比部队安全的
管与被管之间的矛盾，似乎有点夸
张，但又很恰当。虽然领导机关和
部队基层在保证安全上有共同目
标，但是由于站的位置不同，在具体
操作上思考的角度也未必完全一
致。领导机关要求基层做的，未必
是基层真正需要且能做到的；反之
基层需要领导机关解决的，领导机
关也未必都给予了正确解决。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当前，部
队各级抓作风转变取得显著成效，
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往往被表象所掩
盖。有的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受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的观念驱动，

部队遇事必须有动作，甚至要求动
作越多越好，越细越好，时间一长难
免变形走样。

安全工作纷繁复杂，如同人体经
络一样，平衡一旦被打破，就会出问
题。如果工作组只是短时间内把部
队“扶起来、摆正了”，却没有时间“调
养生息”，新的平衡就总也建立不起
来，工作组一撤走，问题仍然接连不
断也就不奇怪了。当前，随着军队改
革深入推进，安全工作面临许多新情
况新特点，各级不妨少一些“无效的
医疗”，多一些“减脂肪”“壮骨骼”“强
内功”的实际行动，带领基层部队在
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之路上迈出
更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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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记者在晋江人武部了解到，近年

来，驻晋江部队持续开展“骄子护蕾”活
动，帮助成绩优异的困难学子完成学
业；坚持开展义务植树造林，出动车辆
1000多台次，派出兵力6000余人，共同
打造美丽晋江。

国防建设和经济发
展齐头并进——
军民融合之路更宽更广

晋江籍青年柯仕伦没有想到，从部
队退伍返乡走下火车后，军地领导敲锣
打鼓把他接回了家。不久，他就应邀参
加晋江市退伍士兵专场招聘会，现场
50余家知名企业提供涵盖管理、销售、
教育等类别的就业岗位600多个。

柯仕伦受到的优待，是晋江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的一扇窗口。去年，晋江专
门召开《关于进一步完善军人优待政策
切实增强军人荣誉感的通知》工作推进
会，明确开通军人优先绿色通道、建立
军人家庭走访制度、妥善安置退役军人
等10项拥军举措，并持续发力。

前两年，晋江市和驻军部队达成共

识：将深沪国家中心渔港与军用码头合
用，在渔港码头的基础上，再扩建两个
军用泊位。

“平时民用，战时军用！这是国防
建设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全局思
维！”曾参加过多场抢滩登陆演习的晋
江人武部政委刘文成为此由衷点赞，

“这是晋江军民融合发展的典范！”
受益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

还有多家晋江民营企业。去年晋江市
首次将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列入经
济发展扶持政策，在新出台的《关于加
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
新增军民融合扶持政策。

如今，晋江一大批资金雄厚、人才
聚集、技术先进的民营企业，主动提供

“民参军”技术，积极承担军工产品研
发任务。

今年5月，晋江市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又添喜讯：为助力晋江产业升级，福
州大学军民融合创新(晋江)研究院在
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落成。

晋江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晋江
经验”有驻军部队的贡献，“晋江之路”
离不开驻军官兵的大力支持，未来，晋
江的军民融合之路会更宽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