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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窗外绵绵细雨，刘大伟思考着
公司今年的招聘方案。明天，他将奔赴
数百公里外的解放军某部，计划招聘一
批素质过硬的退伍兵。

这些年，刘大伟闯荡打拼，经历了不
少事，但最令他刻骨铭心的还是那段军
旅岁月。2000年，刘大伟从原兰州军区
某部退伍。服役 4年，他多次受到上级
表彰，是所在部队的精武标兵。

17年前，刘大伟拿着退伍费回乡创
业，先后开过小餐馆、做过公司业务员、

开过出租车……尽管起步艰难，但他从
未放弃梦想，从不怨天尤人，始终保持着
在部队养成的坚韧作风。

前些年，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刘
大伟的事业逐渐走向正轨，如今他已是
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
“在部队受到的培养和锻炼让我

受益终生，一个人只要心怀梦想并为
之奋斗，总会有所收获！”回顾自己走
过的路，刘大伟对军营的感恩之情溢
于言表。

1996年，刘大伟入伍时文化基础薄
弱。在连队干部和班长的悉心帮助下，
他坚持读书学习，给报纸杂志写稿投

稿。到退伍时，他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了几十篇文章。

正是凭着军人身上这股冲劲、闯劲
和韧劲，创业路上的刘大伟得到了比别
人更多的机会。他的一位同事介绍说，
有一次公司要竞争一个项目，一直没能
成功，很多人都准备放弃了，但刘大伟始

终坚持，最终用真诚和能力打动了对方。
这些年，刘大伟的公司越做越大，

每年都从复退军人中招聘一批骨干。
他说，复退军人在公司受青睐，自己有
军人情结只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
公司上下公认——从部队引进的人才
踏实能干。

刘大伟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
记者，军人身上那种忠诚、坚韧、干练，以
及强烈的团队协作意识，都是在创业过
程中宝贵的品质和素质，这也是复退军
人在公司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最近，奔赴各部队开展退役士兵
招聘会，占了刘大伟工作日程的大部
分时间。“客观地说，退役士兵创业就
业是有难度的，并非所有的退伍军人
都那么抢手。相对而言，在部队担任
过骨干、受过表彰、有一技之长的退
伍军人更受欢迎。”刘大伟向记者介
绍，现在国家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
持的政策越来越健全，退伍战友只要
脚踏实地、不懈奋斗，未来之路定会
越走越宽。

一名退伍兵的奋斗之路
■本报记者 贾保华 通讯员 李审荣

最近，上士李海波有些焦虑。
看着身边的战友都在议论退役后

如何发展，李海波心里也波澜起伏。即
将退役，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至今没
拿定主意。在部队工作了 12年，面对即
将到来的人生新阶段，他有期待，也有
对未来的担忧。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士兵退
役之后，他们应该怎样选准就业创业
的方向？具备什么样素质的士兵到
地方更受欢迎？社会各方应为退役
士兵就业创业做些什么？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在西部战区陆军的若干单
位展开了调研。

就业意向多元化——

政策性安置并非退

役士兵唯一选择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退役士
兵通往就业的道路究竟有几条？

对某特战旅即将退役的 150名士兵
（其中 14%服役期在 12年以上）进行的
问卷调查显示：选择政策性安置就业的
占到 8%，选择招聘就业的占 48%，而计
划创业的占到38%。

目前，《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规定，
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 12年的士官退出
现役的，由人民政府扶持自主就业，服
役期在 12年以上的可以选择由政府安
排工作或者自主就业。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如果

安置就业，根据服役部队驻地、立功受
奖情况以及安置地政策，有政府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等可供选择。”某特战旅
上士李军掰着指头向记者介绍，如果选
择自主就业创业，自己可以拿到退役
金、地方政府补助等各项费用，还能享
受各种创业优惠政策。
“随着部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推

进，将会有更多的士兵退出现役走向社
会，地方政府面临的安置压力越来越

大。”西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兵员和
文职人员处处长李建强告诉记者，国家
经济快速发展，为退役人员提供了施展
才华的广阔平台，多元化的就业方式是
必然趋势。

面对就业方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
退役军人不再单纯依靠安置就业，而是
选择自主就业创业。“一般来说，安置就
业工资水平不高但相对稳定，而自主就
业创业收入相对较高但风险也比较
大。”上士李军告诉记者，除了一些年龄
较大、希望稳定的老士官，更多的战友
计划自主就业创业。

采访过程中，杨奇的名字不止一次
被大家提及。他原是某特战旅一名四
级军士长，退役之后放弃了安置工作机
会，用退役金开了家火锅店，在 3年免
税、贷款免息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
下，生意红红火火。

像杨奇一样在地方自己创业成功
的老兵，在记者采访的几个单位中为数
不少。这些老班长们的成功经历，深刻
影响着如今面临退役的士兵们的就业
意向。

最近几年，先后有广东、北京、新疆
等地公安部门到某特战旅招收特警。
近百名特战专业退役士兵通过考核应
聘成功，通过这种“绿色通道”实现了退
役即就业。

不仅是特战专业受到青睐，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陕西、宁夏等地不少大
型企业，连续多年在西部战区陆军几个
部队定向招聘，成功应聘的复退军人有
上千人。

岗位精兵受青睐——

过硬素质是就业最

好的“通行证”

“党员，当过班长或副班长，立过
功。”这是江苏某大型企业在西部战区
陆军部队招聘时亮出的条件。

有着和这家企业同等要求的用人
单位不在少数，班长骨干、岗位精兵、优
秀士兵或有一技之长的战士在就业应
聘时更受青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部队培养的优秀人才，我们用着

放心。”正在部队组织招聘会的某企业
人事部门负责人林耀明告诉记者，军人
特有的坚韧品质是企业发展特别需要
的。

记者在与多家用人单位接触的过
程中发现，他们选人时看重的不仅是专
业技能，还有军人身上特有的团队精
神、服从意识和敬业奉献等优秀品质。
“16年的军旅生涯就是最好的人生

履历，一枚枚军功章就是最好的‘敲门
砖’。”某奶业公司区域销售总监王永
社，原是某旅三连班长，军事素质过硬，
多次立功受奖。

与王永社不同，原兰州军区某部
战士尚平平的军旅生涯开始并不顺
利。由于身体素质较差，他总是拖班
里的后腿，挨过不少批评。痛定思痛，
尚平平在提高体能上下了不少功夫。
别人跑 3 公里，他跑 5 公里，别人周末
休息，他到训练场练习器械。一番苦
练，他最后成了训练尖子。

刻苦训练，不仅磨练了尚平平的意
志，也让他掌握了不少健身技巧。退役
后，尚平平成为了一名专业健身教练，
月收入过万。

林治世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一
名特种兵，曾多次出国参加联演联训，
在国际比武中获得过金牌，伞降、攀登、
滑降样样精通。退伍前，多家开展军事
拓展项目的地方单位争相要他。
“在部队锤炼出来的意志品质和

各项技能终身受用。”某勤务支援旅旅
长王晖介绍说，通过对近几年退役士
兵发展的观察，在部队训练成绩优异、
表现突出的战士，退伍后大都在各行
各业成绩斐然。

酒香也怕巷子深——

人才与岗位之间的

桥梁需要全方位搭建

前不久，西安市某苗圃种植基地老
板陈先意有些犯愁。又到退伍季，由于
他有参军经历，不少企业负责人拜托他
帮忙招聘退役军人。然而，离开部队这
么多年，当地部队大都不熟悉，而且近
两年部队进行移防，原先打过交道的部

队也少了联系。部队的门都进不去，咋
招退伍军人？

与此同时，某旅陕西籍上士罗学即
将退役，和家人反复沟通挑选就业单位
也没有结果。

一边是用人单位为招不到优秀退
役军人犯难，另一边是退役士兵为找不
到合适就业岗位犯愁。好在通过该旅
保障部副部长李建平的牵线搭桥，陈先
意与罗学取得了联系，初步达成了招聘
意向。陈先意对李建平说：“很多用人
单位打着灯笼都招不到想要的人才，部
队培养的骨干很受欢迎，但就是无法及
时了解到相关信息。”

某旅问卷调查中，在关于“最希望
地方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栏中，
44%的退伍兵“希望提供更多的就业平
台、用人信息”。
“帮助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既是政

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
某合成旅政委王龙宏坦言，酒香也怕巷
子深，解决退役士兵就业创业难题需要
汇集各方智慧和力量，现在急需的是要
在军队与地方、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之
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令人欣慰的是，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问题越来越受到军地各级的重视。近
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推行落实
一系列政策措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之
路的“最后一公里”逐渐被打通。

去年士兵退役期间，某合成旅安排
专人联系全国各地资质良好的企业来
旅里组织招聘会，尽可能为退役士兵提
供更多工作岗位。同时，该旅邀请优秀
退役士兵传经送宝，为今年退役的士兵
提供借鉴。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滁州市民政
局、人社局和滁州军分区联合举办了
“退役士兵就业招聘周”活动，一次性
为滁州市退役士兵提供了近 2000个就
业岗位。

从去年开始，由民政部主管的中国
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与“58同
城”网站全面合作，以“互联网+老兵关
怀”的服务理念，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搭建起全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新平台。

如今，各方都在努力为退役士兵就
业创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一些面
临退伍的战友由衷感叹：各级给予的关
爱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路 在 何 方
——对西部战区陆军若干单位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情况的调查

■本报记者 贾保华 通讯员 李审荣

一、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可由政府安排工

作

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人民政

府安排工作：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服现役期

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

等功以上奖励的；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

级残疾等级的；是烈士子女的。符合以上规定

条件的退役士兵，在艰苦地区和特殊岗位服现

役的优先安排工作。

二、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享受系列扶持政

策

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12年的士官退出现

役的，由人民政府扶持自主就业，并享受以下

优惠政策：获得自主就业一次性退役金，由中

央财政专项安排，部队在士兵退役时发放，地

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

助；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扶

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并按照国家规定给予税

收优惠，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扶持，从事微利项

目的给予财政贴息，加大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

役士兵的扶持力度；有劳动能力的残疾退役士

兵，优先享受国家规定的残疾人就业优惠政

策；用人单位招收录用退役士兵，依法享受税

收优惠；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入伍前通过家庭

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违法收回

或者强制流转。

三、大学生士兵退役后享受系列优待

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保留入

学资格或者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退役士

兵，退出现役后2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奖学金、助学金和减免学

费等优待，家庭经济困难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资助；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可以免修公

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直接获

得学分。报考研究生的，可享受教育部“退役

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四、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可办理退休或由

国家供养

中级以上士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作退

休安置：年满55周岁的；服现役满30年的；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6级残

疾等级的；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因病基本丧失工作

能力的。退休的退役士官，其生活、住房、医疗等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被评定为1级至4级残疾等级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出现役的，由国家供养

终身。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4级残疾等级的中级以上士官，本人自愿放

弃退休安置的，可以选择由国家供养。

（以上信息摘自国务院、中央军委 2011年公布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按规
定，各省市区可据此制订细化的安置办法，具体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候书宝、孙 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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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兵退伍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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