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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叶婷婷报道：移交安置网
上“一站式”服务、应急救助网上申报快
速拨付、政务办公“一网打尽”……广东
省探索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加载“数据
链”，让服务实现信息化全覆盖，精准、
高效、快捷的服务为老兵增添幸福感。

数 据 是 实 现 资 源 共 享 的 重 要 途
径。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
告诉笔者，他们通过建设退役军人主题
库，搭建综合管理平台和“互联网+退役
军人服务”平台，推动数据在公共服务、
综合管理、政务办公等领域实现系统内
部和政府部门间共享融合和创新应用，
助推服务保障质效提升。

数据多跑路，个人少跑腿。广东退
役军人主题库在内部汇聚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信息系统数据，在外部打破部门
和地域限制，获取公安、民政、人社、农
业农村、卫健等10个省直部门共71类信
息，通过数据共享，让退役军人办事更
便捷。退役军人返乡后，登录平台“一
站式”服务系统，入户恢复户口、社会保
险关系转入、预备役登记等六个事项

“一键搞定”，退役军人跑动次数从 7次
减少到最多 3次，处理时长从 23.3天减

少到平均12天，所需办理材料从21份优
化为10份。退役军人中职报考，进入就
业创业系统，通过调取主题库的信息数
据，所需填报事项从22项减少到2项，不
仅如此，线上审核确认后，报名核准通
知书即可邮寄到家。2020年，已有5000
多名退役军人享受到“一站式”移交安
置、中职报名免跑动等服务。

数据多跑路，服务更精准。退役军
人主题库对接走访慰问系统、应急救助
资金申请系统，为精准开展走访活动、精
准化救助困难退役军人提供了基础、翔
实的数据支撑。退役军人申领应急救助
资金时，信息填报项从 21项减少到 10
项，资金申请、审批、发放业务实现闭环。

数据多跑路，效率成倍增。针对传
统会议组织周期长、纸质办公时效慢等情
况，他们在“一库两平台”基础上，搭建省
市两级视频会议系统，实现从部署到会议
召开用时压缩至4小时。开通省市县三
级公文交换平台，嵌入“粤政易”移动政务
办公平台，实现5秒快速搭建从省到村五
级政务微信群、视频会议群，及时应对紧
急突发事件，推动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五
级行政机构业务联动和信息共享。

广东省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加载“数据链”

减少程序增加老兵幸福感

“我是毕业班的，如上半年参军，
毕业证怎么办？”“入伍算实习，毕业证
按时发放！”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党
委副书记王占强笑着送上“定心丸”。

“想当兵，又担心落下学业，怎么
办？”“学校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函授，
边远地区的，学校派人到部队组织考
试。”鹤壁职业技术学院领导拿出学
校专门印制的征兵宣传手册……

新年伊始，伴随着征兵宣传进校
园活动在各高校展开，河南省应征报
名人数再创新高。截至 1月 10日，网
上报名 5万人，已有 3700多名大学生
完成初检初审。应征青年、洛阳理工
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学生许
人强直言：“各级考虑得很细致，入伍
可能会遇到的学业、荣誉、成长等方
面的问题均有明确保障措施，没什么
可担心的了！”

为全面推进“两征两退”改革，进
一步提升大学生士兵征集质量，河南

省军区与教育、财政、人社、卫生健
康、退役军人等 5个职能部门联合出
台文件，针对征集入伍大学生学历学
业、经济补助、相关手续办理、军地对
接、考评奖惩等方面，细化规范 25条
措施，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

配套完善激励政策，形成支撑导
向效应。针对征兵时间调整，明确

“毕业班学生享受应届毕业生待遇”，
上半年被批准入伍的高校毕业班学
生，参军入伍算实习，符合毕业条件
的，学校按时发放毕业证书；明确“定
向培养生服兵役义务优先”，规定公
费师范生、医学等定向类学生，参军
入伍等同于履行协议义务，晋升为士
官或提升为军官、考取军队院校的，
以及直接招收士官入伍的，可无条件
办理解约手续；加大对应征大学生的
服务保障力度，明确大学生应征期间
享受交通食宿补助、随到随检优先定
兵，要求高校合理安排应征落选学生

学业；加大退役升学优待力度、提高
政治荣誉，特别是对在部队立功受奖
的大学生士兵予以更多政策倾斜。

规范工作运行机制，明晰军地职
责任务。明确入伍大学生毕业证书
发放、入学资格保留、学费资助和学
籍保留等手续办理程序、时限和责任
部门。加强高校武装部和征兵工作
站建设，高校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第一
责任人的大学生征兵领导小组，分管
征兵工作领导担任所在地县级征兵
领导小组成员。明确高校应将兵役
法规、征兵政策等纳入学生思想政治
课内容和教学计划，落实课时，计入
学分。要求邮寄新生录取通知书和
办理毕业生就业手续时同时发放征
兵宣传手册，新生军训、毕业生“双选
会”“就业招聘会”等，设立征兵宣传
和应征报名服务站。高校在新兵起
运前，完成学籍保留、学费补偿代偿
审核及办理等工作，国家预拨经费未
到位的，由学校先行垫付发放。

完善考评奖惩机制，牵引征兵工
作健康持续发展。军地建立大学生
征集定期会商、情况互通、联合督导
机制，征兵期间，建立高校学生应征
报名、体检政考、审批定兵等“日统

计、周总结、月讲评”制度，高校和兵
役机关分别向省教育厅、省军区动员
局上报相关情况。兵役机关、教育行
政部门和高校把大学生征兵工作，作
为年度考核和总结表彰重要指标。
未完成大学生征集任务的视为未完
成年度征兵任务，取消年度评先资
格，兵役机关向省军区党委、高校向
省教育厅分别写出检讨报告，单位主
要领导接受约谈。高校征兵任务完
成情况纳入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
作评价体系，作为高校就业考核内容
的同时，纳入所在省辖市、县（市、区）
年度征兵任务完成情况考评。

25条措施不仅助力大学生心无
旁骛从军去，也让做好征兵工作有了
明确的标准和抓手。刚刚主持召开
完征兵工作月讲评推进会议的省征
兵办公室主任姜巍告诉记者，去年
底，军地联合召开大学生征兵工作座
谈会议，2位没有完成任务的高校武
装部长在会上作了检讨。2021年春
季征兵工作刚开始，各高校积极申请
参加征兵骨干培养，目前已有 151所
高校 1万余名辅导员接受征兵业务培
训，为做好春季征兵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两征两退”改革，征兵工作流程、方式方法等发生重大变化，河南省
军地6部门联合推出25条措施——

让大学生后顾无忧放心入伍
■本报特约记者 张正军

“这次升旗仪式上我没跺脚，因为
脚不冷了”“早起上学路上也不怕冷
了”……1月 4日，新年开学第一天，云
南省绿春县牛孔镇曼洛河坝小学、黄连
山小学和模东小学，随着一双双崭新的
运动鞋发放到学生手中，操场上响起欢
快的喧闹声。穿上新鞋的孩子们在校
园里奔跑嬉戏，老兵爱心团队代表黄显
文忙着拍照发朋友圈向战友们汇报：

“经过退役军人和爱心企业18天爱心接
力，661名贫困学生穿上了暖和的新
鞋。”到此，一个由朋友圈引发的暖心故
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20年 12月 17日，贵州遵义老兵
杨健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那是曼洛

河坝小学的学生正在参加集体活动。
孩子们身上穿着羽绒服、棉衣、校服，可
其中一部分人脚上却是破旧的凉鞋、拖
鞋。杨健曾参加过保卫南疆的战斗，深
知云南山区的冬天晨霜夜露，寒意袭
人。心疼孩子之余，他在微信朋友圈转
发了照片，感慨：“这些山区的孩子大冷
天还穿着拖鞋！”

很快，杨健的朋友圈“炸”了，曾在
南疆服过役参过战的老兵们或转发或
留言表示要为孩子们送温暖。当天，浙
江杭州退役军人方彧华也在朋友圈里
看到了这条信息。方彧华视云南为第
二故乡。当年上战场前，他和战友寄住
在少数民族村寨，房东把仅有的两只母

鸡杀了，为官兵践行，还把煮好的鸡蛋
塞给战士，嘱咐“一定要活着回来”。方
彧华感念乡亲们对子弟兵的深情，一直
想回报边疆父老。退役后，他曾回云南
辗转寻访老房东，然而恩人已逝。于
是，他和陈彪、郑志、黄显文、宋金平、詹
兆鸿、张学等退役战友一道，募资为当
地建设希望小学、老兵爱心卫生院等，
积极帮助当地脱贫，作为对父老乡亲的
回报。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
关心帮助下，通过连续实施“兴边富民
计划”，云南沿边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
快，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绿春县也于
2020年 5月退出了贫困县序列。方彧

华和战友们每一次到绿春，都会看到明
显的变化，并为之欣喜，受之鼓舞。看
到网上照片，方彧华立即进行调查核
实。通过联系当地干部，他找到了学校
老师并搞清楚了情况。曼洛河坝小学
语文教师涂文茜告诉方彧华：“现在学
校软硬件设施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水平
都得到较大改善，孩子们都有校服，在
学校还吃上了免费的营养午餐。但小
孩子脚长得快，又整天在山里跑，费鞋，
而山区农村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也有
限，特别是留守儿童，难免有一时找不
到合适鞋穿的时候……”

“我们想让每个孩子都穿上暖和的
鞋，参加新年学校举行的升旗仪式！”
2020年 12月 19日，方彧华联系上了共
青团绿春县委书记李媛。没两天，李媛
便将牛孔镇3个小学部分缺鞋学生所需
鞋子尺码统计造册，发给了方彧华。方
彧华与爱心企业联络，浙江方大通信有
限公司和深圳、厦门的爱心人士，纷纷
伸出援手，购鞋款项很快落实到位。元
旦期间，在昆明的老兵爱心团队加班完
成新鞋采购任务，并赶在 2021年 1月 3
日将新鞋全部送到学校。

老兵朋友圈接力 山里娃温暖越冬
■本报特约记者 欧阳治民

本报讯 吴跃飞报道：1月 7日清
晨，黑龙江佳木斯，室外温度只有零下
30℃。紧急集合哨声骤然响起，佳木斯
军分区官兵身着伪装衣，携带战斗装具
迅速集结出发，一场野外课目训练拉开
帷幕。

“6号车报告，运输车熄火后无法启
动！”机动行军不到半小时，前方传来“情
况”。“物资转移至备用车辆，车辆维修分
队立即排除故障……”指挥员沉着应
对。经查，故障原因为低温导致电源失
灵，维修人员采取搭载供电方式重启车
辆，行军恢复正常。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先遣组报告，
前方桥梁被毁，车辆无法通行。”“所有人
员下车转入徒步行军……”翻看训练计
划笔者发现，8公里的徒步行军包括乡
村、山林等不同路况，还设置了无人机侦
察、疑似爆炸物清除处置等课目。“考验
的不仅是耐寒能力和个人体能。”军分区
动员处参谋付尧告诉笔者，因冰雪覆盖
造成地貌变化，野外按图行进变得尤为
困难，如果不是平时训练扎实熟练掌握
识图用图技能，很容易迷路。

晌午时分，参训人员在野外食用完
单兵自热食品后向下个地域机动。“9号
车报告，2人出现呕吐症状，1人腹泻！”
闻言，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贺殿光一
惊：原定训练计划并未安排这项内容
呀？！不容多想，他立即命令随队医护人
员前往紧急救治，与此同时查阅潜力数
据，寻找就近医疗资源。“附近有一卫生
诊所可满足初步治疗条件！”正当前导车
辆准备向卫生诊所机动时，指挥员宣布

“情况解除”。原来这是一次随机导调，
考验的是参训人员能否将平时潜力调查
数据转化为应急应战时的可用资源。

考验无处不在，问题接踵而至。
傍晚时分，队伍行至对“敌”作战地

域，风雪不期而至，冷风夹裹着雪片打在
脸上如刀割一般。是等风雪过去还是按
照计划照常实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刚激
情动员：“寒潮飘雪日，正当练兵时！让
风雪刀子看看是它硬，还是我们的战斗
精神过硬！”

警戒分队在一尺深的积雪里展开战
场巡逻；无人机分队迅速开展“敌情”侦
察；保障分队迅速进入指定位置搭建帐

篷并设置雪地伪装；通信分队利用就近
军事单位资源铺设通信光缆，建立指挥
中心，不到 2小时，包含指挥控制、情报
信息等多个要素席位的指挥中心便搭建
完毕，实现指挥中心与任务分队的有效
通联。

上图为演练现场。 吴跃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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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口罩扫一扫
兵役政策全知道

“口罩保健康，国防保家园。”
1月 10日，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
征兵体检站现场，370余名应征青
年脸上的定制口罩格外引人注目
（左图）。

春季征兵工作展开前，红旗区
人武部定制了一批征兵专用口罩，
由各村（社区）专武干部发放到辖
区内18至22岁青年手中。口罩上
除了“参军入伍，无上光荣”标语
外，还印有二维码，只需手机扫一
扫，即可进入区征兵办开设的国防
教育公众号，兵役法规、优抚政策、
征兵工作流程等立即呈现。

人武部政委谷巍峰介绍：“定
制发放这样的口罩，既符合当前防
疫需求，还能扩大征兵宣传范围。
每一位佩戴口罩的青年就成为一
个流动的征兵宣传志愿者，可以带
动更多的人关注国防，发动更多的
青年从军报国。”

韩丙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