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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倪家富、记者柯穴报道：
为退役士兵讲解补助金申请程序、发
放免费技能培训说明、示范小额贷款
申请流程……9月初，云南省临沧市
临翔区民政局安置办迎来今年第一
批退役返乡士兵，工作人员忙得热火
朝天，为退役士兵详细讲解新的退役
安置政策。

自7月底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0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
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
见》以来，临沧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提

高退役士兵的竞岗择业能力作为“暖
心工程”，接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作的通知》，围绕
接收条件、工作流程、时间节点和待遇
保障等内容进行细化，建立健全优待
安置机制。

记者翻阅这份新出台的安置政策
看到，由政府安置的退役士兵，安置到
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比
例不低于80%，政法干警、乡镇专武干
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招录、招
聘计划，也分别安排8%的指标用于招

录退役士兵；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升
学除享受免试、加分和减免学费等优
惠外，可转入其他专业学习；为分散供
养的一至四级伤残军人购（建）房，按
照安置地县（区）60平方米的经济适
用房或普通商品房价格给予补贴，省、
市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经费，不足部
分由县（区）财政及时补助到位，并将
因灾受损的重点优抚对象的住房纳入
危房改造范围，提高相应补助。

退伍荣光，返乡就业也无忧。到凤
庆县民政局办理返乡报到的退役士兵
祁文斌，入伍10年、两次荣立三等功。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按他的条件有好几
个不错的事业单位供他选择，但看到新
出台安置政策后，他决定竞选该县诗礼
乡专武干事这个岗位。他说：“我的服
役期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还能享受医
疗体检等其它优惠，这些好政策给了我
到基层一线工作的信心。”

云南临沧

落实新政新规，细化安置政策

本报讯 温陈昌、张成报道：“大
家放心，车辆马上就到，预计 11点就
能到达县城。”9月1日上午，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大黑山连队的7名退役
士兵乘车返乡途中遭遇暴雨，山路积
水受阻，该旅运输投送科马上启动备
用运送方案，调配越野车按时将退役
士兵送到县城中转站。

大黑山连队驻地偏远，通往县城
的唯一一条山路也经常因为山洪、泥
石流等中断。老兵退役前夕，该旅专
门召开协调会，为包括大黑山连队在
内的 12个交通不便的小散远单位制
定人员物资运送方案，确保退役士兵
返乡路一路畅通。

定点定车定人,艰险路段设置服
务驿站，中途提供油料、食品、医药等
保障；成立后勤分队，帮助老兵集中打
包托运物资，并用专车送到邮寄点；制

作《退役返乡指南》，提前为老兵订制
返乡路线图、时间表；协调客运站、火
车站和地方车辆，并与兵源地人武部
及时对接，提前预热“欢迎老兵回家”
相关仪式。

“单位一路相送，想方设法为我们
提供便利，我心里暖烘烘的。”退役士
兵甘豪坐在返乡的直通车上感慨地
说，他家在云南昭通山村，以往休假从
连队出发回家，至少需要转 6次车。
这次退役返乡，单位帮他安排了直通
车，保障衔接环环相扣，根本不用自己
费心思。

考虑到部分老兵离别军营时可能
情绪不稳，该旅人力资源科协调派出
多名心理辅导员，一路跟进抚慰。退
役老班长冯磊顺利到家后，在微信朋
友圈写到：“12年军旅路，无悔走过；12
小时返乡路，顺利通过。感谢部队！”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定点定车定人，服务驿站暖心

本报讯 刘洋、王海报道：9月4日，
陆军第 77集团军某部士官樊阳阳到湖
北省来凤县人武部接兵时，收到了一份
惊喜——每个新兵档案里都附有一张写
有新兵性格特征、入伍动机、谈心记录等
详细内容的“兵情卡”，这是由新兵役前
训练时的班排长根据摸底情况填写的。
樊阳阳笑着说：“别看这卡片单薄，它可
是我们带新兵的好帮手。”

来凤县人武部总结以往新兵入伍后
出现的不适应部队训练生活等情况，决
定把解决新兵思想问题作为今年征兵工
作的重点。为此，他们将了解新兵思想
关口前移，让部队和新兵尽快相互熟悉、
减少磨合期。役前训练中，他们按照部
队要求规范一日生活制度，严格训练标
准，班排长每天与预定新兵谈心，连队每
晚会商预定新兵思想情况，提前发现解
决问题。通过役前训练和思想摸底，先

后淘汰2名身体有隐性问题和12名思想
不坚定的应征青年。对顺利通过役前训
练的预定新兵建档立卡，统一将他们的
训练成绩、思想变化、现实表现、性格特
点等内容记录在“兵情卡”上。

笔者了解到，该县人武部今年一改
以往交人交档案的单一作法，在附送

“兵情卡”的基础上，还在交接兵前组织
一场交流会，让新兵所在乡镇武装部
长、役前训练班排长、新兵家长和接兵
部队干部坐到一起，一方逐一介绍每名
新兵情况，让部队更直观地提前熟悉新
兵；一方介绍部队基本情况，发放部队
联系卡，让家长吃下“定心丸”。此外，
他们还组织新兵和家长进行一次家庭
恳谈会，让新兵给父母交一份建功军营
的决心书，请父母见证其从军报国、建
功立业的决心和行动。

本报讯 曾飞报道：9月上旬，江西

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结
束，数十名应征青年精神抖擞，准备奔赴
军营。离营前该市人武部展开问卷调
查，对“此次集训印象最深的环节”，半数
以上应征青年填写了“集训教官”。

人武部部长刘宗成介绍，今年他
们将民兵教练员培育纳入役前集训之
中，借集训练强教练员队伍，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笔者了解到，此次役前教
育训练和即将开展的民兵训练时间相
隔很近，因此，役前集训筹划时，他们
在专武干部、优秀民兵营（连）长中选
任教官，与预定新兵同吃一锅饭、同住
一间房、同上训练场，在训练预定新兵
的同时练强教练员队伍，为接下来的
民兵训练打好基础。

在选好培育教官的过程中，他们按
照规定的人数和素质要求，在各基层民
兵营（连）和应急分队中选拔政治素质

好、责任心强、军事技能高，有带兵经验
的专武干部或民兵营（连）长担任教官，
确保教官队伍质量。组织教官进行3天
岗前培训，重点学习上级通知精神、有关
政策法规、条令条例、安全常识、组训方
法等内容，严格对照“21条安全负面清
单”逐项排查，划清役前组织教员的作风
纪律的底线红线。

9月4日，在井冈山市人武部民兵训
练基地，预定新兵统一着迷彩服，个个精
神抖擞，斗志昂扬，按照2个分队、6个班
有序展开训练。此次役前训练包括政治
教育、军事常识、政策宣传、心理辅导等
内容,为新兵入营夯实基础。古城镇武
装部部长文建新是集训教官之一，他说
训练预定新兵的时候也让自己感受到本
领恐慌，“训练他们的时候我们教官经常
沟通方式方法，有好经验就写下来，为接
下来更艰巨的任务做准备。”

“役前训练+”带来多重效应
湖北来凤县人武部量身订制“兵情卡”交兵交思想
江西井冈山市人武部练兵也练官培育过硬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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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彭杨、朱蔓妮报道：“昨
天我刚下火车就看到了退役士兵临时
接待站，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有个一
站式服务，办理退役手续方便得很！”9
月 4日上午，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退
役士兵蒋枫在区民政局办理完报到落
户等手续后，语气轻松地对笔者说。

为简化退役士兵返乡报到流程，
避免曾经出现的多地报到“摸不到门”

“跑断了腿”等情况，宣州区人武部在
火车站设立退役士兵临时接待站，欢
迎老兵返乡的基础上，协调民政、人
社、组织及公安等部门集中设点联合

办公，一站式为退役士兵办理预备役
登记、档案接收、保险和组织关系接
续、落户登记等手续，人社局工作人员
还现场登记退役士兵的专业特长、就
业意向等详细信息，为以后适时向企
业单位推荐做足准备，把“让退役军人
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做到实处。

当天，在一站式服务平台大厅
里，笔者看到有退役士兵陆续前来办
理相关手续，退役士兵陶馨欣在工作
人员的悉心指导下，不到半个小时就
顺利完成了移交报到、信息录入等一
系列手续。“没想到这么多要办理的

手续一下子全解决了，而且有什么问
题都可以现场解答，真是既贴心又方
便。”陶馨欣惊喜地告诉笔者，服务平
台让她真切感受到了家乡政府的关
怀和温暖。

除此之外，该区还通过横幅标语、
民政服务大厅的 LED屏幕等平台阵
地，悬挂、播放一系列暖兵心、慰兵心
的欢迎标语，积极营造浓厚的欢迎老
兵归来氛围，让前来报到的退役士兵
真正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和家乡人民的
热情。据了解，截至目前，一站式服务
大厅已接待退役士兵128人。

安徽宣城

一站式大厅简化办理流程

9月6日，江苏省仪征市刘集镇
组织该镇 346名优抚对象免费体
检，为身体残疾的优抚对象送诊
上门。图为镇卫生院的一组“家
庭医生”来到仪征市刘集镇白羊
村村民管兆金家，为他测量血压、
检测血糖。

周晓明摄

今年，军委国防动员部要求各地集
中进行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役前训
练，旨在挑选出更适应部队训练生活的
合格兵员，但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如
何让役前训练成为战斗力生成的“起跑
线”，成为国防动员战线人才培养的“蓄
水池”，湖北来凤、江西井冈山的做法值
得借鉴。 ——编 者

陕西省凤翔县人武部

开展战备拉动演练
本报讯 谢磊磊报道：9月上旬，

陕西省凤翔县人武部按照实战化要
求，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参训官兵接
到指令后，迅速集结，装载物资，仅用
时 3个小时就全员全装到达指定地
域。随后，进行了开设指挥所、架设通
信设备、召开作战会议、开展临战训
练、组织野炊保障等战备拉动课目。
通过演练，提高了民兵应急队伍遂行
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重庆市武隆区人武部

为退役士兵推荐就业
本报讯 王元其报道：9月初，重

庆市武隆区人武部携手区人社局、民
政优抚安置部门为退役士兵铺平就业
路。一方面，广泛了解收集辖区内国
有企业、党政机关和民营企业招聘用

工需求；另一方面，在退役士兵到人武
部报到时，安排专人统计录入他们在
部队的情况、学历特长、就业意向等信
息，为下一步提供技术培训、提供就业
服务打好基础。

内蒙古巴林右旗人武部

落选青年加入民兵
本报讯 郝卫东、张贤林报道：9

月初，内蒙古巴林右旗人武部接到胡小
军等 17名应征落选青年的入队申请
书。征兵工作中，该部指导征兵一线工
作人员在走村入户做征兵宣传的同时，
宣传民兵预备役的性质、职能和使命；
结合征兵进校园等集中宣传发动时机，
设置民兵预备役光荣传统宣传展板，增
强青年对民兵队伍的认同感；做好应征
落选青年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以加入民
兵组织方式投身国防建设。

本报讯 谢翀傲、宋芳龙报道：9
月7日，浙江温州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会议室内，一场特别的庆祝会正在
进行。温州市鹿城区人武部领导和星
际控股集团总裁一起为从该公司入伍
的大学毕业生欧阳昌粤披红戴花。

欧阳昌粤今年 22岁，去年大学毕
业后进入星际控股集团，成为品保部的

一名检验员。今年征兵工作开始后，欧
阳昌粤报名应征。令他意外的是，公司
领导知悉后不但没有反对，还承诺服役
期间继续计算工龄，退役后若回公司工
作，可保留或提供合适岗位，并在晋升
选拔中享受优先。在企业“留职入伍”
规定的激励下，该公司今年共有3名员
工报名应征。欧阳昌粤顺利拿到了赴
新疆某部服役的入伍通知书。

“当兵是我从小的梦想，每当从电
视和报刊上看到危难时刻军人挺身而

出的英雄形象，都会心驰神往。”欧阳
昌粤兴奋地告诉笔者，“如今梦想成
真，我一定会珍惜机会，努力拼搏，争
当优秀士兵，为家乡和公司争光。”

“把员工送去当兵，对我们企业来
说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虽然企业的发
展也需要不断补充年轻优秀的人才，
但我们非常理解征兵对国家和人民的
意义，非常乐意把他们送到祖国更需
要的地方去。”星际控股集团总裁金铭
勇如是说。

浙江省温州市

民企开庆祝会欢送员工入伍

新兵入伍新兵入伍，，光荣出征光荣出征

9月 8日清晨，广西北流市石窝镇
上珍村，热闹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打破
了村庄的宁静。今天，是新兵启程的
日子，一早，老支书李锋就挨家挨户招
呼：“送兵啰，穿精神些！”

不到 9点，村委会门口，舞狮队早

已披挂整齐，小学生们也都戴上红领
巾手里拿着精心制作的红花，全村老
少自发排成长队。老支书李锋手擎党
旗来到队伍的最前面，招手道：“出
发！”全村老少步行两公里将今年的新
兵伢子送到村口。这是每年村里都要

举行的仪式，8年来共送出 22名新
兵。李锋告诉笔者，党旗在前，就是让
伢子们明白要跟着党走；把新兵送到
村口，那是嘱咐他们，选择从军路就不
能回头，不能辜负了全村乡亲的期盼！

梁英海、陈 标摄影报道

本报讯 舒选锋 林圣初报道：9
月9日下午，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欢送
新兵入伍大会现场，除了新兵外，30多
名着无标识旧军装的青年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是刚退役返乡的老兵。新老
兵齐聚一堂，感受强军重任的传承，更
彰显军人的荣光。

会议开始，嘹亮的军歌奏响，老兵
和着节拍放声歌唱，神情之间充满对
军营的留恋和曾为一兵的自豪。施宗

炎退伍前是第 75集团军某旅“能攻善
守英雄连”的一名班长。他走上发言
台，讲述自己从军5年的感受：“演练场
上驰骋疆场的豪迈、阅兵式上万众瞩
目的庄严、抢险救灾奋不顾身的英勇，
都深藏在我的心底，成为人生最珍贵
的回忆！”

新兵受领入伍通知书后，老兵们
再次上台给新兵戴红花。他们细心地
帮新兵们把花戴好，并帮助整理着
装。“接过我们的枪，替我们继续保卫
好祖国！”“好好干，你们一定比我们更
出彩！”新老兵合影，会场响起雷鸣般

的掌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
正因为不断地新老更替，才能始终保
持着新鲜活力！”此情此景，令新兵家
长刘国标感慨万千。

“本以为退伍回来就是到民政局
报个到，没想到区里还搞这么隆重的
仪式来欢迎我们！”走出会场，退伍老
兵黄斌仍激动不已。会后，人武部又
立即召开退伍老兵就业招聘会。来自
广州的一家大型人力资源企业拿出几
十个优质岗位供退伍老兵挑选，实现
退伍即就业的无缝对接，切实营造军
人职业备受尊崇的社会氛围。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送兵迎兵会传承强军重任

微 新 闻微 新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