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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军人优先出行相关政策措

施，保障军人依法优先权利，推动军人荣誉制度体

系建设，增强军人荣誉感自豪感，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决定，自2017年8月1日

起在全国铁路系统开展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工作。

这项政策实施已近半年，运行情况怎样？

部队官兵对“军人依法优先”出行还有哪些期

盼？如何推动军人交通出行依法优先工作迈上

新台阶？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启动，不少战友

也将乘车踏上休假之旅。带着战友们关心的话

题，本报记者、通讯员深入铁路部门和车站进行

了采访调查。

“军人依法优先”如何更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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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军人
荣誉体系，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

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是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党在新形势下建军治军方略和全面
深化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于
激发军人战斗精神、增强军事职业吸
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具有重要意
义。

保障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权利权
益，是推动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铁路系统如何贯彻落实习主席
关于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的决
策部署，扎实推进军人铁路出行依法
优先工作？主要采取了哪些举措？近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李文新。

记者：2017年“八一”前夕，中国

铁路总公司、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

合下发通知，在全国铁路系统开展军

人出行依法优先工作，请介绍一下铁

路系统推行“军人依法优先”举措的相

关背景。

李文新：习主席在 2014年古田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激发军人战
斗精神，既要强调牺牲奉献，又要注重
发挥政策制度的调节作用，增强军人
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让
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2016年 1
月，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意见》提出，要构建体现军事职业
特点、增强军人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
制度体系。

铁路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
民生工程，公众依赖度高，军民融合
程度深，军人优先工作基础好，具有
标杆作用特征。中国铁路总公司坚
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兵役法》《国防交通法》《军人
抚恤优待条例》以及相关部门、地区
出台的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等法律法
规，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于 2017 年春运期间，在全国铁路主
要客运站开展了军人出行依法优先
试点工作。

根据试点经验，结合铁路客运车
站的实际情况，中国铁路总公司会同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充分调研、反
复沟通基础上，印发了《中国铁路总公
司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关于开展军人
出行优先工作的通知》，在全国铁路系
统开展军人出行依法优先工作。

记者：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实施

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所做的工作。

李文新：为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
落实军人权益保障法规，中国铁路总公
司、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全国
铁路系统推出军人出行依法优先措施。

一是明确了优先对象内容及范
围。优先对象包括军队人员及其随行
家属。军队人员暂定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现役军人、文职人员、
军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残军人，凭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军官证、文
职干部证、警官证、士官证、义务兵证、
文职人员证、军队离退休干部证、革命
伤残军人证可享受优先政策，随行家
属数量原则上不多于 2名，不需要出
具与军人本人的关系证明。

二是设立军人优先购票窗口。在
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地主要铁路客运
站设立军人优先购票窗口，有条件的
车站根据客流需求可设立军人专用购
票窗口。窗口统一标识醒目的“军人
依法优先”标志。

三是设立军人候车室（区）。在直
辖市、省会（首府）及计划单列市所在
地主要铁路客运站设立军人候车室
（区）（有条件的车站可单独设置），其
他客运站是否设立由各铁路局根据场
地条件及客流需求确定，原则上军级
以上单位驻地车站均应设立。军人候
车室（区）设置醒目标志。

四是积极服务演习训练高峰期军
人集中出行。相关铁路部门及驻铁路
系统军事代表办事处，重点研究解决
部队演习训练高峰期军队人员集中出
行问题。

记者：铁路系统开展军人出行依

法优先，下一步有什么工作打算？新

时代铁路系统如何落实好“军人依法

优先”工作？

李文新：为切实做好军人铁路出
行依法优先工作，中国铁路总公司与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要求铁路各有关
单位和军队相关机构，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切实保障军人
合法权益，共同维护铁路车站运行秩
序，推动军人交通出行依法优先工作
迈上新台阶。

中国铁路总公司要求各铁路局按
照《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关于开展军人出行优先工作的通
知》开展军人出行优先工作，认真抓好
工作落实。今年 1月起，铁路总公司
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解决问题，规范措施办法，固化经验成
果，扩大保障范围，拓展保障手段，完
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记者：军人由于职业原因，在网上

购票、出行时间等方面有一些特殊需

求，这方面铁路部门如何做好相关工

作让军人体会到荣誉感？

李文新：为保证军人旅客日常出
行购票时享受优待，直辖市、省会（首
府）及计划单列市所在地主要铁路客
运站全部设置了军人优先购票窗口、
军人候车室（区），开辟了军人进站乘
车优先通道，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所
在地主要铁路客运站陆续设置了相应
的军人优先服务设施。

各铁路局、各车站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拥军爱
兵活动，还根据场地条件及客流需求
等实际情况，在管内其他客运站积极
主动为驻地部队和过往军人及家属提
供优先服务，营造崇尚军人荣誉的浓
厚氛围。

铁路总公司明确要求，军人优先购
票窗口、军人候车室（区）设置醒目标
志，方便军人购票候车，也增强社会民
众的理解支持。军人铁路出行如有特
殊需要，亦可持有效证件到车站服务台
说明情况，铁路部门将依法优先安排。

让
军
人
乘
火
车
出
行
更
便
捷

—
—

访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党
组
成
员
李
文
新

■
本
报
记
者

高
志
文

特
约
记
者

许
四
海

权威访谈

休假报告批准后，农明珠立即掏出
智能手机网购火车票。输入“拉萨至广
州”乘车区间后，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
生了：要乘坐的 Z266 次列车信息栏上
显示“无票”。查看后几天的车票信息，
结果还是如此，农明珠不禁急上心头。

农明珠是西藏军区后勤保障部某
部文书，老家在广西南宁农村。前不
久，家中突发急事需要他立即回去处
理。休假报告批了，但如何回家成了难
题。部队驻地拉萨没有直达南宁的火
车，最经济便捷的方法就是坐火车到广
州中转，而拉萨到广州每天只有一趟
Z266次列车，车票比较紧张。

只能到车站碰碰运气了。农明珠

带着行李赶到车站后问了一圈下来，不
但售票窗口没票，就连退票窗口也没有
等到票。正在他不知所措时，刚好看到
售票大厅有一名佩戴“军代表”臂章的
军官经过，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求助。

这名军官是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青藏
铁路公司军代处拉萨军代室军代表何
洋。看了农明珠军人身份证件，听了他
急着回家的缘由后，何洋立即带着他前
往军人售票窗口。何洋介绍说，为了缓
解西藏高原官兵出藏购票难题，青藏铁
路公司自 2017年 7月在系列“军人依法
优先”举措基础上，建立了高原官兵及随
行人员优先出行票额保障机制，采取预
留票额和“先上后补”相结合的措施，明

确从拉萨始发的各次列车，为军人及其
随行家属预留6张硬卧车票以备急需。
“半年多来，已有 400 余名官兵和

随行人员体会到了‘军人依法优先’政
策带来的便利。”何洋介绍说，这 6张车
票只能在列车发车前的 26小时至 2小
时之间，凭有效证件到军人窗口现场购
买，在公共网络购票平台上并无显示。
只有在发车前两小时还未售完的情况
下，预留车票才会转到公网公开发售，
一名军人随行的家属最多可达4名。

两人来到军人售票窗口出示证件
后一问，Z266 车次预留车票刚好还剩
一张。农明珠的满脸愁云瞬间化为欣
慰笑容，立即掏钱购买了车票。

青藏铁路公司出台暖心举措缓解高原官兵购票难题

预留票额缓解官兵急需
■本报记者 张 放 通讯员 何天栋

元旦前夕的一天中午，从边防某部
搭乘汽车赶到延吉西站转火车的士官小
王惊喜地发现，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里
一小片红色座椅区居然还有空位。他走
过去一看，红色座椅靠背上印着“军人依
法优先”字样和军徽标识，坐在红色座椅
上的几个“小平头”一看就是军人。

2017 年 8月 1日起，铁路部门全面
出台“军人依法优先”政策。高铁站延
吉西站由于没有设置封闭的候车室
（区），老兵退伍、新兵入营都是采取临
时拉起警戒带，划分临时军人候车区等
方式，满足新老兵优先集中候车需求。
为服务平时边防官兵优先候车，该站曾
一度在候车区立起了“军人依法优先候

车”的牌子，由于没有区隔，优先难以落
到实处。为此，延吉军代处主动协调管
内高铁站、州政府，在延吉西、蛟河等 6
个车站，由延边州政府出资更换了部分
候车室座椅，并在座椅上标明“军人依
法优先”和军徽标识，将军人候车区常
态化、固定化。

记者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区
域内火车站采访中发现，爱心助力“军
人依法优先”的举措还有很多。随着实
战化训练深入，往返内蒙古朱日和演兵
场的演训部队越来越多，而原来停靠朱
日和站的只有每天一趟普快列车，官兵
出行极不方便。2017年上半年，该中心
某军代处得知铁路部门要新开通从包

头至二连浩特的特快列车途经朱日和
站，但正在规划的停靠站点中却没有这
一站。该军代处积极协调当地政府和
铁路部门，争取到特快列车在朱日和站
往返停靠，方便了部队官兵出行。

内蒙古集宁南站地处京包、京兰、
集二、集张、集通等线路，是通往东风
航天城、神舟飞船主着陆场、朱日和演
兵场等军事单位的运输通道，在该站
中转的官兵较多。2017 年下半年，随
着演训部队的增多，驻呼铁军代处积
极协调地方当地民政部门，将位于车
站南侧的乌兰察布市军供站的 30多个
房间改造成为中转官兵的临时休息
室，让官兵倍感温暖。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协调铁路部门落实军人出行依法优先

候车红座椅温暖戍边人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王镜凯 云俊德

“同志，上车请坐好，这是您的火车
票，请收好。”2017年 12月 21日，北部战
区陆军驻黑瞎子岛某边防连 5名休假
官兵喜气洋洋地登上开往抚远火车站
的车站大巴。接过售票员事先预定好
的火车票，大家脸上笑开了花！
“印象中只听说过机场大巴，车站

大巴还是头一次听说，这到底是咋回
事？”面对记者疑问，连长赵加龙介绍
说，抚远站是官兵平日探亲休假出行的
唯一车站，从连队到车站有 20 多公里
的路程。这段路渺无人烟，不仅不通公
交车，就连出租车也不愿意过来，如何
去火车站成了探亲休假官兵的挠头事。
“边防部队的战友常年身处艰苦

环境，担负边境一线执勤任务，他们离
家更遥远、回家的路更漫长，必须给予

更多关爱和支持！”驻哈尔滨铁路局集
团有限公司军代处领导告诉记者，他
们积极协调抚远站和地方交管部门召
开三方会议。抚远站领导得知官兵的
出行难题后，决定把连队各执勤点位
和抚远车站串点成线，专门开辟暖心
车站大巴，根据官兵预约情况，定期组
织接送站。

关山迢迢，边路漫漫，却阻隔不了
关爱的暖流。记者了解到，车站大巴除
了定时上岛接送官兵外，来队探望家属
也可以享受接送服务，遇到特殊情况还
可以提供专门接送。车站提供的提前
预订票、上门送票等服务，更是让驻岛
官兵暖上心头。前不久，战士小李的爷
爷病危，当时正值连队战备值班，派车
需要一定时间。连队拨通车站大巴服

务电话，专车直抵连队接送小李顺利登
上了当天的火车。

元旦前夕，不少家属孩子来队探
亲，他们坐上车站大巴那一刻不由地舒
了口气：下了火车终于不用再费劲找车
了，坐车站大巴直达连队，天气再冷心
里也感觉暖暖的！

抚远站客运主任沈大名告诉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相信改善官兵出行条件所散发出
的温暖，一定会让官兵扎根边关、守好
国门的信念更加坚定！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张 放、通讯
员张裕怀摄

版式设计：梁 晨

抚远火车站实施暖心工程解决守岛边防官兵出行难题

车站大巴定时上岛接送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张裕怀

如果对 2017年涉军热词进

行梳理排名，“军人依法优先”应

名列前茅。从民航系统到铁路系

统，今后还必将有更多的领域和

系统推行“军人依法优先”。“军人

依法优先”持续走热，在军地备受

关注和赞誉。

“军人依法优先”，“依法”二

字重千钧。在法治精神越来越深

入人心的今天，强调依法优先，不

仅是语气的加重，更有内涵的拓

展。对官兵而言，在享受优先正

当权益时，会更自然顺畅、大方得

体；对窗口而言，在为官兵提供优

先服务时，解释说明会更有底、更

有力；对社会而言，热爱军队尊崇

军人，意识更牢固、举措更坚定。

可以说，增加了“依法”二字，军人

优先观念在思想上的深刻度、在

行动中的明确度、在制度上的清

晰度大幅提升。

军人的职能使命、工作特点，

人们至少能知晓个大概。然而，很

多人都没有过这种体会：当久别亲

人的自己走下边关，返乡探家的时

候；当常年戍守的自己走出哨所，奔

赴远程的时候，如果能享受到社会

给予的优先政策和服务，那种温暖

大可消解身心的苦累、足以激发奉

献拼搏的能量。从这个角度讲，“军

人依法优先”的深处，实则是国家利

益优先。而这份温暖和尊崇，不仅

军人需要，国家和人民也需要。

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

河无水小河干。假如把社会对于

军人职业的尊崇程度比喻成“大

河”，那么军人对自身职业的自豪

感荣誉感就是“小河”。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集体意识中对某个职

业群体缺乏尊崇、不予支持，却要

求这个职业群体底气十足、干劲

十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

性的职业群体尚且如此，更何况

殚精竭虑、枕戈待旦，为国家和人

民提供安全屏障的军人呢？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这是有着战略

考量的。随着军人荣誉制度体系

越来越完善，“大河水满”之势也

将越来越明显。

“暖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现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

处在滚石上坡的关键阶段。只有

不断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

系，营造全社会关心军人、支持军

队、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才能激

发强军兴军的巨大热情，进一步

鼓舞全军将士为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不懈奋斗。

﹃
军
人
依
法
优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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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是
国
家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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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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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入伍新兵通过“军人依法优先”

通道乘车入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