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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本报讯 张军、记者柯穴报道：临
近退役时，王欣洺就开始在网上投了很
多简历，结果都“石沉大海”。没想到，9
月上旬，云南省昆明警备区、昆明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劳动就业局将40余
家优秀企业用工信息，送进家门。对此，
王欣洺连连道谢，并表示一定珍惜上岗
机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在新的工作岗
位上不断进取。

据了解，为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今年 4月，昆明市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挂牌成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并聘
任具备就业创业指导专业知识或专项
技能的人士担任就业导师，形成以“导
师团队精准推荐、技能培训、送岗上门”
为核心的工作机制。

就业创业园负责人介绍，针对缺
少技能的退役军人，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园与市劳动就业局联合定期开展
技能培训。对于困难退役军人、零就
业退役军人家庭，军地相关部门经过
与有资质的人力资源公司协商合作，

优先为他们推荐工作。同时，还将对
推荐工作成功且工作半年以上的人力
资源公司给予一定经济补助，从而鼓
励更多人力资源公司为退役军人尽心
尽力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在此基础
上，对于未安置未就业的退役军人，军
地相关部门将主动送岗上门。目前，
全市 500余家企业为退役军人送岗上
门 3500余个。为做到精准推荐，导师
团队会与未就业退役军人进行面对面
指导，为其分析自身就业特点，给出专
业的就业指导建议。

线上线下招聘相结合，使未就业退

役军人第一时间了解到企业需求信
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微博、微
信、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及时公布各公
司招聘岗位信息简章。截至目前，已有
730名退役军人报名，其中 470余名退
役军人在线上或线下完成面试。

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通过开展
各类培训、组织创业大赛、举办就业创业
论坛、建立数据平台、创建示范基地等方
式，找准解决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难题的

“痛点”，打通“堵点”，实施兜底帮扶，为
退役军人提供高质量就业创业服务。

云南省昆明市积极为退役军人解决就业难题

足不出户优质岗位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 王娇龙、杨勇报道：9月中
旬，天津市滨海文化中心人头攒动，气氛
热烈，滨海新区军事部、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和驻区4家企业关于《退役军人就业
框架协议书》的签署会正在火热进行，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的退役军人有50多人。

“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不
仅是对他们献身国防的肯定，也能激励
现役军人忠实履行使命，更有利于吸引
有志青年参军入伍。”滨海新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几个月前，
滨海新区军地有关单位就针对今年新
形势，着手联合为退役军人营造更好的

就业创业环境。
6月，他们深入当地国有企业和优秀

民营企业进行调研，详细了解企业效益和
用工需求情况，经过甄选和协调，最终与
4家生产效益高、工资待遇好、用工需求
量大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为保证企业
兑现用工承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用人
单位签订了《退役军人就业框架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书》）。

《协议书》明确，4家企业每年定
额、定岗提供人岗匹配的高质量就业岗
位。同时按照“集中培训、定向培养、达
标上岗”的原则开展岗前职业技能培

训，并对专项招聘的退役军人在工资、
福利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此外，企业
还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规划，
打通职业晋升通道，实现促进就业和彰
显尊崇的有机衔接。

“刚刚退伍的时候还在担心工作问
题，没想到军地有关部门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好的机会，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退役军人王志华在签署就业意向书后
感慨连连。

据了解，前不久，该区军地还结合
疫情防控实际，先后组织“万众一心共
战疫、风雨同舟克艰难”网络招聘会和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66家企业共提
供了1560个招聘岗位，441人参与企业
达成就业意向。

“我们的工作绝不仅仅是满足解决
眼下就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帮助退
役军人提升职业技能，解决长远问题。”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为帮
助退役士兵尽快融入社会，除了常态化
开展就业创业指导、创业比赛、网络招聘，
他们还将广泛宣传高职扩招有关政策和
专项考试工作，同时挑选当前热门专业和
紧缺工种组织职业技能培训，为退役军人
提供持续、高效、便捷的就业创业平台。

天津市滨海新区出实招帮扶退役军人就业

军地联合定额提供高质量岗位

9月 6日，辽宁省抚顺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党员来到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
馆，开展“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牢记使命、固我国防”主题教育活动。图为民
兵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闫立国摄

9月上旬，北部战区某部苏宁生前所在连队即将离队的老兵，前往荣誉室再次感受连队厚重的荣誉。图为参观结束
后，即将离队官兵向苏宁雕像敬军礼。 王 喆摄

本报讯 倪鹏飞、褚衍方报道：“每
走完一次长廊，都会对工作、人生有新
的感悟。”最近，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机
关营区内新修建的文化长廊竣工，成为
官兵训练工作之余，热衷“打卡”的场
所之一。

军分区领导介绍，为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该军分区在发挥好课堂教育
主阵地功能的同时，决定把营区环境打
造为无声的第二课堂，让官兵在休闲娱
乐中，潜移默化受到熏陶感染。

有想法就有行动。不久之后，300

米的文化长廊落成竣工，长廊以新时代
强军目标为主题，设置以“对党忠诚”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牢记
初心使命”为主题的 4大板块，突出展
示了我军光荣传统和当地红色文化。

“铁道飞侠打洋行”“运河支队抗日
军打伪顽”“鲁南战役打得薛岳掩面
哭”……上等兵徐玉祥谈起枣庄市的红
色故事滔滔不绝。他告诉笔者，这些故
事都是在文化长廊学到的，长廊中展示
的内容丰富、画风鲜活、图文并茂，不同
于刻板的说教，战友们都爱看。这些红

色故事也激励着他不断提升自己，努力
做好本职工作。

“军分区特色文化景观，增强了文
化教育的软实力。”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主任白利生说，文化长廊是该军分区机
关强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
容将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和单位建设
发展而持续更新。他们将会结合实际，
创新方式方法，让文化长廊成为思想政
治建设的有效载体，弘扬革命传统的精
神高地，不断影响和激励广大官兵积极
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新建文化长廊圈粉众多官兵

辽宁省辽阳军分区

召开红色纪录片研讨会
本报讯 来新年、谭长俊报道：8月

底，辽宁省辽阳军分区邀请东北抗日联
军创建人李兆麟的子女、东北抗战研究
会成员、文史学者、纪录片主创人员等30
余人来到灯塔市后屯村，参观李兆麟故
居，并就抗战历史题材纪录片《李兆麟》
的创作拍摄进行研讨座谈。

湖南省洞口县

系统打分阳光选送新兵
本报讯 付利勇、周后明报道：9月

上旬，湖南省洞口县召开定兵会，在廉
洁征兵监督员、家长代表的共同监督
下，运用《定兵辅助决策系统》，按照量
化赋分、择优定兵的原则，对体检、政考
双合格青年进行打分、排序，系统依据
得分高低依次确定入伍人员，并参照应
征青年填报的意愿，根据排名依次分配
服役去向。

9月 8日，重庆市彭水县 199名新
兵结束了为期7天的役前教育训练，即
将启程，奔赴军营。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役前训练阶段
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再组织入伍的
新兵与家人告别。为此，彭水县人武部
组织开展“写一封家书，来一次告别”活
动，让新兵们拿起手中笔，写下心里话，
与亲人进行一场特殊的告别。

“报告班长，我想请你把我这封信
转交给人武部！”

翻开信纸，阅读饱含真情的文字，
不禁让人动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
党和政府帮助了我，给予我温暖，所以
我要在即将进入军营时将这封信写给
党和政府……”

写下这封特殊家书的新兵叫汪永
川，今年 20岁，是彭水县桐木村人。6
岁时，父亲患白血病去世，15岁时，母
亲因癌症去世。这些年来，汪永川姐弟
几人受惠于教育、医疗等帮扶政策，不
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顺利完成了义务
教育。今年，汪永川还顺利从黔江职业
教育中心毕业。这次人武部组织新兵
写一封家书活动，汪永川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要把心里话写下来。

在谈到成为一名新兵后的感受时，
这个腼腆的男孩告诉笔者，他很早就立
志参军报国感谢党和政府的恩情，今年
毕业后，经过网上报名、体检政考等程
序，成为了一名预定新兵，但这并没有让
他完全放下心来。因为他了解到，此次
和他一起报名参军的大多都是大学毕
业生和在校大学生，而自己的职高学历
让他的底气并不足。“你这样的特殊情
况，我们在确定新兵人选时会给予一定
的政策倾斜，优先录取。”县人武部工作
人员得知情况后，及时找汪永川谈心，让
汪永川心里踏实了许多。

顾虑打消了，动力更足了。役前训
练场上，汪永川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
会。为达到标准，在别人休息间隙，他
主动找到班长请教动作要领，自主进行
训练；为提高体能，经常给自己加训，即
使在睡觉前也会完成上百个俯卧撑。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役前训练综合
考核中，汪永川名列前茅。

随后，在新兵欢送会上，县委书记
钱建超为汪永川戴上写有“入伍光荣”
的大红花，并勉励他把对党和政府的感
恩之情化为守疆卫国的报国之志，苦练
本领，早日成为一名优秀士兵。

据了解，新兵们的特殊家书连同县
委、县政府赠送给每个新兵家庭的县域
旅游终身免费卡，将陆续通过快递的方
式送到每位军属手中。

上图：新兵汪永川在训练场展示自
己写的感谢信。 廖 唯摄

一
封
特
殊
的
新
兵
家
书

■
杨
建
华

温
军
航

本报讯 陈航、严佳报道：9月 11
日上午，从江苏省张家港市民兵军事训
练基地传来阵阵锣鼓声，全市300余名
新兵身穿崭新军装，胸戴大红花，即将
奔赴军营。队伍中，有8名来自革命老
区贵州省沿河县的大学生。这是该市
携手沿河县探索实践“双拥+扶贫”新
模式带来的喜人成果。

2013年，张家港市与沿河县在产
业发展、招商引资、医疗教育等多领域
开展了结对帮扶。扶贫先扶智，2017
年，该市设立沿河助学帮扶基金以来，
已向 500多名沿河籍大学生累计发放
860多万元助学金。 张家港市人武部
领导介绍，一直以来，他们积极引导鼓
励大学生应征入伍，并将沿河籍品学兼
优的学生列为优先征集对象。与此同
时，他们还对在张家港就读的沿河籍大

学生入伍给予政策优待，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推送他们应征入伍，并享受张家港
市当地同等优抚待遇。

今年 21岁的田世林，来自沿河县
红花盖村，他家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高考填报志愿时，田世林选择了沙
洲职业工学院。入学后，他不仅享受学
费全免，而且每年还能领取1万元补助
款。今年，田世林报名参军，他说他想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更好地报效祖
国、回报社会。

据了解，几年来，该市人武部还携
手沿河县人武部为当地100多名特困退
役军人家庭提供了30多万元资助款，在
持续帮扶特困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
的基础上，通过产业扶贫、医疗扶贫、教
育扶贫等方式，带动其就业创业，用拥军
优属的实际举措，助推沿河县脱贫攻坚。

江苏省张家港市用双拥实举助推沿河县脱贫攻坚

富了小山村，燃了国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