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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京进、丛晓帆报道：9
月 10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 2018年欢
送新兵仪式在济南西站举行。在送行
的新兵家长中，一位神采奕奕、胸前挂
满军功章的耄耋老人引人注目。他就
是曾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
雄、91岁的老八路袁永福。

袁永福老人一大早就来到候车
大 厅 ，送 19 岁 的 曾 孙 袁 孟 辰“ 出
征”。1927 年出生的袁永福是山东
省鱼台县人，1945 年 18 岁的他参加
八路军，成为鲁中军区 4 师 10 团 9
连 3 班的一名战士。军旅生涯 30 多
年，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在孟良崮战役、济南
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大小小 30 多个
战役中屡立战功，先后荣立一等功
和二等功各 5 次，当选战斗英雄 1
次、战斗模范 4次。

19 岁的袁孟辰从小是听着曾爷
爷当年打仗的故事长大的。今年元
旦，在山东海事职业学院读大一的
袁孟辰向曾爷爷提出想去当兵时，
老人非常高兴。1 月 10 日，全国兵
役登记第一天，袁永福便亲自带着
袁孟辰前往济南市天桥区人武部进
行兵役登记并报名参军。今年 8月，
经过体检、政审和役前教育训练，袁
孟辰顺利入伍。

离别时，老人叮嘱袁孟辰：“到了

部队后，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团结
同志，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做个好战
士！”袁孟辰使劲地点了点头：“我到部
队后一定要苦练本领，争取早日入党，
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送行现场，袁孟辰的父亲表示：
“家里就这一个儿子，多少还是有点舍
不得。不过我当年没当成兵留了遗
憾，这次儿子也算替我圆了梦。”

上图：袁永福对曾孙袁孟辰殷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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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因为部队移防，连里的

座机号码变了。一个晚上，我和文书整

理前几年的连队资料，无意间看到了两

批退伍老兵留下的手机号码表。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我倏

然想起临别时一个老兵曾拉着我的手

恳切地说过，如果连里的号码或者驻地

变了，一定要记得告诉大家，以后还想

回来看看。

这批老兵已经离队两三年了，来时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走时又像蒲公

英一样四散而去，当时他们留下的手机

号码还是原先驻地的，恐怕早已不用

了。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还是想着

兑现当时的承诺，对照着号码表一个不

漏地给他们发去短信，告知连队的新号

码。

整理完资料，已近凌晨。打开手机

一看，竟然有五六十个老兵给我回了信

息，几乎是那两批退伍兵的所有人。时

光荏苒，这些散落在天涯的老兵仍然保

留着在驻地的手机号码，或许就是在等

我那条迟到的短信。

带着几分惭愧，我给其中一个老班

长发去信息：“抱歉，没有第一时间通知

你们。都回老家两年多了，怎么还没换

号码？”

很快，老班长给我回信：“指导员，

舍不得换，留着这个号码，不管走到哪

里，连队一声召唤，我们都会回来。走

之前大家不是都说‘若有战，召必回’

吗？”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给每

一个老兵都一一回了信息，感谢他们为

了离别时的诺言，保留着当初的号码。

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过得并不如意，

但即便岁月蹉跎，他们依然没有忘掉

“若有战，召必回”的承诺。

我当然并不希望战争真的来临，我

宁愿他们一生也不会因为战争而被召

唤。不过，即便是在和平年代，在连队

这些年，也不时遇到回老连队寻根的老

兵。他们中，不乏花甲之年的老人。

前年，一个老兵带着孩子回到连

队，看到连史馆里陈列着的自己班长牺

牲后留下的遗物，当场嚎啕大哭。老兵

有高血压，不能太过激动。几个孩子在

一旁吓得不轻，走时跟我说：不带老人

回来，老人不高兴闹脾气；带他回来，又

怕他太激动，真是为难。

我总在想，一个连队的营房，巴掌

大的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这些

老兵牵肠挂肚？我问过很多退伍老兵，

他们想来想去，最后却又都说不太清

楚。

连队一个退伍老兵回地方后发展

不错，前不久因为工作的机会到美国出

差，专程去了西点军校，回来后专门打

电话告诉我：“指导员，连美国军人都讲

‘责任、荣誉、使命’，我们中国军人又怎

么会丢掉自己的根和魂呢？”

是啊，对许多老兵来说，弱冠从军，

而立解甲，军旅是青春的起点，也是成

长的最艰难一步。从懵懂少年到刚毅

成熟的退伍军人，根扎在了这里，魂也

融进了血脉。从此，肩头有了责任，心

中有了惦念。

今年，又一批老兵退伍。连里的炊

事班长也走了。卸下领花和肩章的第

二天，老兵们就要启程离队了。早上五

点多，炊事班长又跑去厨房，忙活半天

给连队做了最后一顿饭。

开饭的时候，大家知道这顿饭是炊

事班长做的，谁都没动筷子。我把他从

厨房拉到餐厅，让他给留下来的战友讲

几句。

“今天在给大家做早饭的时候，我

突然想到下午我就要走了，这是给大家

做的最后一顿饭，也不知道下一任炊事

班长做的饭菜好不好吃，合不合大家的

胃口，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

了。所以对不住大家，今天早上的面条

里面有我的眼泪。好听的话我也不会

说，如果祖国需要的时候，哪怕头发白

了，我也回来，扛不动枪，我就还给大家

做饭！”他说完后，脸上努力挤出了一个

笑容。但其他人却笑不出来，好多人端

着碗偷偷抹泪。

如今，那些熟悉的面孔已经远去。

当青春的底片渐渐泛黄，在某个温暖的

午后蓦然回首，他们一定会记得那天在

饭堂里偷偷抹去的泪水。

有人说，军人就像一颗子弹，随时

准备离膛而出。我想，如果军人真的

是一颗子弹，那么退伍老兵只不过是

暂时退出了枪膛的子弹。他们或许安

静地在远方的某个角落，经历着风雨

漂泊，感受着人间百味。若干年后，他

们的外表或许已经锈迹斑斑，但当祖

国把他们压入枪膛，他们依然会在离

膛时发出怒吼，一往无前地射向敌人

的胸膛。

若有战，召必回！每一个离开部队

的老兵，其实都在等待离膛的那一瞬

间，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题图：9月9日，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退伍老兵在写有“若有战，召必回”的展

板上签字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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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不忘“召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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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向各中央企
业下达了 2018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
条件退役士兵接收安置计划。就相关
计划中广大退役士兵关心的热点问题，
记者采访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负责
同志。

记者：当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有哪些？

答：政府安排工作对象主要有4类：
①服现役满 12年的士官；②服现役期间
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或者战时荣获三等
功以上奖励的士兵；③因战致残被评定
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士兵；④烈士子
女士兵。

另外，中级以上士官因战致残被评
定为5级至6级残疾等级，本人自愿放弃
退休安置的，可以选择由人民政府安排
工作。对这部分退役士兵，安置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
则，对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进
行安置，保障其第一次就业。

记者：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都

被安排在什么类型的单位？

答：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都是接收安置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退役士兵的主体。其中，安置到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80%。

记者：政府是如何确定安排工作退

役士兵的岗位的？

答：全国普遍把文化考试与档案考
核相结合，坚持“考试考核，阳光安置”
的办法，按照“下达安置计划、组织考试
考核、综合评价排序、自主选择岗位、公
示安置去向、办理手续上岗”的程序对
符合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进行岗位安
置。通过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办法，使服
役时间长、贡献大的退役士兵能够得到
优先安置，确保了公平公正。通过向社
会主动公开岗位计划、双考成绩和选岗
结果，使安置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在“阳
光”下运行。

记者：待安排工作期间有些什么待

遇？

答：一是社会保险接续方面：退役
士兵在国家规定的待安排工作期，以其
在军队服役最后年度的缴费工资为基
数，按 20%的费率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其中 8%作为个人缴费记入个人账
户，全部所需费用由安置地人民政府同

级财政资金安排，个人不缴费。退役士
兵在国家规定的待安排工作期按规定
参加安置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部分由安置地人民政府足额缴纳，个
人缴费部分由退役士兵个人缴纳，军地
相关部门协同做好保险关系接续，确保
待遇连续享受。

二是生活补助方面：退役士兵待
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按照
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
助。

记者：怎样保障符合政府安排工作

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在国有企业的待遇？

答：退役士兵享受所在单位正式员
工同工龄、同工种、同岗位、同级别待
遇。军龄 10年以上的，接收的企业应当
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任何
部门、行业和单位不得出台针对退役士
兵的歧视性措施，严禁以劳务派遣等形
式代替接收安置。对拒绝履行接收安
置退役士兵任务的单位进行责任倒查，
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处罚，督导相关单位
保质保量落实退役士兵安置任务。

记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都有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义

务。目前，事业单位改革广受关注，请

问事业单位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答：201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出
台，要通过分类推进改革，到 2020年，建
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
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
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
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
务体系。

从改革趋势来看，现有事业单位将
通过重新分类、整合、转制、撤销等方式
进行分类改革。首先按照社会功能将
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3个类
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
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
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
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对
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职能调
整后，工作任务不足的予以撤销或并入
其他事业单位。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
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对
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
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
整合。

改革后，保留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
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
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
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同
时，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
度。转制单位要按规定注销事业单位
法人，核销事业编制，进行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和工商登记，并依法与在职职工
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或接续社会保险关
系。

记者：哪些中央企业接收安置退役

士兵？

答：目前国资委监管的 96 家和财
政部监管的 27 家财政金融类共计 123
家中央企业，在党和国家政策指引下
主动承担国防义务，每年按照新招录
用工的 5%招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退役军人，特别是退役
士兵将成为中央企业不可或缺的人力
资源。

记者：中央企业用工结构是怎样

的？

答：中央企业用工一般分为批复用
工、市场化用工等多种类别，随着改革
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更多的中央企业
采用市场化用工制度，按照职业经理人
对人才进行管理使用。

记者：入职中央企业的工资福利待

遇怎样？

答：中央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都在
各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线以上，随着岗位
晋升到一定职位，部分企业实行年薪
制。

记者：入职中央企业后会存在下岗

问题吗？

答：当前国家对部分中央企业提出
去产能的任务要求，同时要求不能因为
去产能辞退员工，要通过转化职业、技
能培训、转岗的方式进行妥善安置，做
到依法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职工转
岗不下岗。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近些年央企接

收安置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

兵的落实情况？

答：中央企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是
一项传统性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数
以万计退役士兵安置到央企工作，成为
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力
量，许多行业企业都有退役士兵建功立
业的深厚足迹和感人事例。2011年，退
役士兵安置改革后，由政府安排工作退
役士兵范围大幅度调整，同时，他们普
遍服役时间长，对部队建设贡献大，应
当得到较好安置。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

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
化大局观念，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当作分内的事，拿出一些特殊措施和
倾斜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好退役军人、
职工安置工作。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
迅速开展相关工作的对接、调研和安
排部署，明确要求系统内央企积极承
担退役士兵安置任务，悉心指导央企
合理安排用工计划，各中央企业率先
垂范，勇担使命，在国资委等部门的
指导下，研究新时期接收安置退役士
兵的新路子，确定按照企业系统新招
录职工数量的 5%接收由政府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这一办法在 2016年中央有
关文件中再次予以明确。中央文件下
发之后，我们即试点向部分中央企业
下达接收计划，在军地产生了较大的
反响。

记者：退役军人事务部今后将如何

大力推动这项工作更深入地开展？

答：今年是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的
第一年，部党组要求各项工作高起点布
局谋划，按照这一要求，我们以退役士
兵满意度为导向，聚焦安置质量和岗位
落实，进一步改进编制办法，规范工作
程序，全面组织实施了 2018年央企接收
计划编制下达工作，各相关部门、各中
央企业积极支持此项工作，全程主动衔
接、密切配合，确保了这项工作顺利实
施。

今年中央企业接收退役士兵工作
有4个新特点。一是首次实现中央企业
全覆盖，国资委和财政部监管的 123家
中央企业全部纳入下达计划范围。二
是首次举办面向所有中央企业的培训
班，通过政策讲解、深入基层部队调研
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各中央企业政治
责任感和工作主动性。三是首次将安
置计划精确到岗位，对安置任务重的省
份给予倾斜，提高了岗位数量与安置任
务的匹配度。四是启动使用数据对接
系统，实现工作进展情况实时动态掌
握。

伴随着改革强军的铿锵步伐，今
后，我们将紧紧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按照近年来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统一部署，在强化宣传引导、强化跟踪
指导、强化督导落实等方面持续用力，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抓
好政策落地见效，为退役士兵就业选
择提供更广空间，为他们成长成才搭
建有力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
步总结实践经验，优化工作机制，着力
推动央企接收退役士兵工作制度化、
标准化、长效化。

●任何部门、行业和单位不得出台针对退役士兵的歧视性措施，严禁以劳务派遣等形式代替接收安置

●2018年，123家中央企业全部纳入下达计划范围；安置计划将首次精确到岗位；启动使用数据对接系统

为退役士兵就业选择提供广阔空间
—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就2018年度中央企业接收安置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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