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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堅決做好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昨日下午就全面停止軍隊有
償服務舉行第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全面
停止軍隊有償服務，是黨中央和中央軍
委着眼於強軍興軍作出的重大決策，是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要內容。要堅
定決心意志，加強創新突破，堅持積極
穩妥，增強工作合力，不開口子、不打
折扣、不搞變通，堅決做好全面停止軍
隊有償服務工作，為新時代強軍事業創
造良好條件。
此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在八一建軍
節前夕舉行，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和中央
軍委，向全體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
官兵、民兵和預備役人員致以節日的祝
賀。

軍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專職副主任胡曉華就此問題作了
講解，並談了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政
治局各位同志認真聽取了他的講解，並
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
強調，今天，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內
容是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安排這樣
一次學習，目的是了解全面停止軍隊有
償服務工作情況，動員各方面力量，更
好推進這項工作。
習近平指出，兩年多來，各有關方面
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部署，加強
組織領導，密切協調配合，聚力攻堅克
難，推動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工作取
得階段性重大成果，軍隊不從事經營活
動的目標基本實現。這項工作的推進，

有力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
軍，有力促進了部隊聚焦備戰打仗主
業，有力維護了軍政軍民團結和經濟社
會發展大局。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的
政治效應、軍事效應、經濟社會效應將
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顯現出來。事實證
明，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對純正部
隊政治生態、保持我軍性質和本色，對
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
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對鞏固黨的
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都具有
重大意義。
習近平強調，根據既定部署，全面停
止軍隊有償服務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目前，相關工作勢頭總的很好，但任務
仍然艱巨繁重。要乘勢而上、迎難而
上，善始善終、善作善成，如期實現我

們確定的目標。
習近平指出，各有關方面要強化「四
個意識」，提升政治站位，保持戰略定
力，直面矛盾問題，堅持不懈抓到底。
要搞好宣傳教育，引導大家充分認清全
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的重大意義，用黨
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統一思想、
統一行動。
習近平強調，要解放思想，加強實踐
探索，加強制度機制創新，在加強軍隊
資產集中統管、走開軍地資產置換路
子、探索委託管理模式、推動軍民融合
發展上創新突破，推動軍地資源優化組
合、高效利用。軍地雙方要強化大局觀
念，積極主動推進。
習近平指出，全面停止軍隊有償服務
工作涉及諸多複雜因素，政治性、政策

性、敏感性強，要確保工作有力有序推
進，確保部隊和社會兩個大局穩定。要
配套完善政策規定，強化法治思維，用
好法律手段，確保有章可循，維護好部
隊正當權益和人民群眾合法利益。要堅
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對發現的
問題線索要一查到底，對違紀違法的人
和事要嚴肅處理，決不能姑息遷就、不
了了之。
習近平強調，兩年多來，中央和國家
機關、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軍
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工作，做了大量工
作。軍隊有關單位和部門要主動搞好同
中央和國家機關、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
的溝通協調，及時通報工作進展，精準
對接任務需求，圓滿完成全面停止軍隊
有償服務工作。

央企全部納入年度退役士兵安置
安置新政今起施行 啟動制訂退役軍人保障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今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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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年紀念日。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孫紹騁昨日攜兩位副部長錢鋒、方
永祥作客國新辦，就退役軍人事務答記者問。上述負責人表示，根據 8 月
1 日起實施的退役士兵就業安置新政，符合政府安置條件的退役士兵，安
置到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比例將不低於 80%。孫紹騁還透露，退役軍
人事務部已着手起草退役軍人保障法。

退役軍人就業創業新政
1、就業創業政策優先
享受普惠性就業創業，給予特殊優惠優待
2、強調提升退役軍人就業能力
享受終身職業技能培訓

■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孫紹騁（左一）昨
日攜兩位副部長錢鋒（左二）、方永祥昨
日就退役軍人事務答記者問。
中新社

退役士兵高達5700萬人
根據此前統計，1949 年以後，中國共有
退役士兵約 5,700 萬名。這部分群體的安置
和就業一直是國防軍隊建設、經濟社會建設
的一項重要工作，同時也被稱為「老大難」
問題。談及退役軍人事務部成立後對此問題
有哪些新舉措時，方永祥表示，我們最近研
究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由政府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就業安置工作的意見》，8 月 1 日
起實施。
根據該意見，符合政府安置條件的退役
士兵，安置到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比例不
低於 80%，同時明確國企拿出年度招收人
員總數 5%，用於安置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條
件的退役士兵。此外，提高統籌安置的層
級，過去縣安排任務重的由市統籌資源進行
安置，市級還有困難的由省級來統籌資源落
實安置。
方永祥還透露，今後，待安置期間，要
按照上年度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逐月發放生
活補助。安置後，非本人原因未安排上崗
的，從開出介紹信的當月起，按照不低於本
單位同等條件平均工資 80%的標準，逐月
發放生活費，直到上崗為止。此外，接續安
排期間的兩險，在國家規定的待安排工作期
間，由地方財政拿出直接繳納基本養老保
險、基本醫療保險的單位繳納部分，解決待
安排期間兩險的接續問題。

今年安置8萬餘軍轉幹部
退役軍人事務部是今年全國兩會後組建
的新部門。從4月16日正式掛牌算起，至今
剛剛成立 108 天。孫紹騁在介紹新部門成立

3、適當放寬機關、企事業單位招收退
役軍人條件
設置一定數量的基層公務員的崗位，面
向退役軍人招錄，制定適合退役軍人就
業創業的崗位目錄，招收退役軍人的企
事業單位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
4、優化創業環境
鼓勵社會資本設立退役軍人創業基金，
拓展資金保障渠道
5、健全服務體系
建設退役軍人就業創業服務信息平台，
充分運用大數據提供精準服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後所開展工作時表示，退役軍人事務部已設
立 13 個理論課題開展集中攻關，全面梳理
評估建國以來涉及退役軍人的所有政策法
規，着手起草退役軍人保障法和關於加強新
時代退役軍人工作的意見，搭建做好退役軍
人工作整體思路的「四樑八柱」。
在解決實際問題方面，孫紹騁介紹說，
退役軍人事務部已會同軍地 12 個部門出台
了提高退役軍人安置質量、扶持就業創業、
懸掛光榮牌、提高撫恤補助標準等四項政
策；有關幫扶援助困難退役軍人、解決他們
的養老和醫療等後顧之憂，移交安置傷病殘
軍人，平衡優撫對象待遇，豐富社會優待內
容，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等多個政策，正在研
究制定中。
「我們還將 120 多家中央企業全部納入年
度退役士兵安置計劃下達範圍。會同財政部
提高重點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平均提標
幅度 10%。」孫紹騁表示，今年要確保完
成 8 萬多名軍轉幹部，近 4 萬名退役士兵崗
位的安排工作，還有 2 千多名復員幹部、7
千多名軍休幹部，以及一部分傷病殘人員，
我們都要接收安置好。

軍人家庭光榮牌將統一
懸掛光榮牌是擁軍優屬的一項光榮傳統。
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錢鋒昨日表示，為了
提升軍人尊崇感、榮譽感，最近退役軍人事
務部進行了一些制度化的設計，會同有關部
門研究制定懸掛光榮牌的實施辦法，很快就
會向社會公佈。錢鋒表示，從國家層面，對
光榮牌的懸掛作出制度性的安排是建國以來
首次，也是軍人榮譽激勵機制方面的一項創
新。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孫紹騁透露，明年
五一之前，將為幾千萬個退役軍人家庭和優
撫對象家庭懸掛光榮牌。
錢鋒透露，新辦法擴大了懸掛範圍，原來
主要是為義務兵家庭和烈屬懸掛光榮牌，下

■河北省政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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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據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河北省政協原

若觸刑案將被摘牌
「懸掛的時候要舉行儉樸隆重熱烈的儀
式，強調儀式感。」錢鋒特別提到，此次還
建立了退出機制，懸掛的對象及其家庭成
員，如果受到刑事處罰或者治安管理處罰影
響非常惡劣，或者軍人被除名或者開除軍籍
的，都將取消懸掛資格。

反對極端方式維權
近年來，退役軍人上訪事件時有發生。今
年 6 月，江蘇鎮江還發生一起老兵維權事
件。對此，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方永祥昨
日回應稱：「我們反對用極端方式進行信訪
或集訪。希望大家能夠理性平和地反映問
題，確保更好地解決問題，防止出現過激言
論，堅決制止和防範被別有用心的人裹挾利
用，堅決反對任何違法違紀行為。」

涉嚴重違紀違法艾文禮自首
副主席艾文禮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投案自
首，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
和監察調查。艾文禮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在
中紀委官方通報中，第一個投案自首的副部
級官員。
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網站刊文指出，艾文
禮的投案自首，一方面折射出反腐敗高壓態
勢及取得的卓著成效，對違紀違法者形成強
大震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紀檢監察機關

一步，當過兵、參過軍的家庭都是懸掛的對
象，也就是擴大到了全部。此外，新辦法還
規範了樣式，以前的樣式多達五六種，今後
將統一掛一塊牌「光榮之家」，該牌由退役
軍人事務部設計和監製。

依規依紀依法履行職責，持續取得良好的政
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促使違紀違
法黨員幹部消除僥倖心理，喚醒其對組織的
信任，對黨紀國法的信任。對共產黨員來
說，組織是最堅實的靠山，必須對黨忠誠，
對黨紀國法始終懷有敬畏之心，犯錯誤了就
要及早回頭、主動向組織說明問題，重新回
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公開資料顯示，艾文禮出生於 1955 年 3

已系統梳理各類訴求
退役軍人事務部部長孫紹騁透露，退役
軍人事務部自組建以來着力推動權益維
護。在不完全具備接待條件的情況下，掛
牌第二天就開始接訪，成立工作專班，系
統梳理各類對象訴求，逐類研究提出措施
辦法，督促地方落實政策。孫紹騁還透

月，河北唐山人，仕途履歷一直在河北本
地。曾任唐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1998
年調任河北省農墾局局長、黨組書記，2003
年起先後在石家莊、承德兩地先後主政，曾
任承德市長、市委書記，石家莊市長。2011
年 11 月，艾文禮升任河北省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躋身副省部級。2015 年 4 月，年滿
60 歲的艾文禮卸任省委常委職務；幾個月
前，他已當選為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同年 9
月，艾文禮不再擔任省委宣傳部長一職。今
年1月他正式退休。

曾是三鹿事件「救火」官員
艾文禮被公眾熟悉是 2008 年，時任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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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過去的一百多天裡，退役軍人事務
部共接待了信訪者近兩萬人次。
方永祥還說，從這三個多月的情況來
看，信訪反映問題集中在五個方面：安置
政策的落實問題、身份認定問題、優撫標
準問題、生活特殊困難問題以及涉法涉訴
問題。方永祥表示，下一步將加快開通網
上信訪系統，同時對信訪事項包括有關政
策落實加強督辦，提高解決問題和落實政
策的能力。

市委書記，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臨危受命，
出任石家莊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後任市
長，進行善後，被稱為三鹿「救火隊長」。
艾文禮是中共十八大後，河北省落馬的第
7 名省部級官員。此前被查的包括河北省委
原常委、組織部長梁濱（2014 年 11 月）、
河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景春華（2015 年 3
月）、河北省委原書記周本順（2015 年 7
月）、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
（2016 年 4 月）、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
書記、副主任楊崇勇（2017 年 4 月）、河北
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傑輝（2017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