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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扫一扫‘老兵码’，就可以在衣
食住行方方面面享受专属折扣和服务，
一切优待都能‘码’上实现。”9月 10日，
浙江省杭州市德信影城，西湖区退役军
人周思杰打开支付宝向店员出示自己的
专属“老兵码”后，以 5折优惠价格购买
了一张电影票。

如何为退役军人提供贴心服务？如
何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和荣誉感？杭州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老兵码”项目负责人
介绍，他们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
专门研发了“智慧老兵”项目，为退役军人
提供专属身份证明和精准服务。作为数
字赋能提升退役军人精准服务保障的数
据基础和实现应用，通过“城市大脑”，建

立退役军人帮扶援助标准和识别核对系
统，实现活动“码上”参与、福利“码上”领
取、政策“码上”咨询的服务保障新模式。

7月 29日，“老兵码”正式在杭州上
线。当天，9000余名退役军人领用“老
兵码”，16家单位和商家上线提供就业
岗位、购房优惠、特价尊享等优先、优待、
优惠服务内容。

“老兵码”如何领用？记者打开“支
付宝—智慧老兵”，完善个人信息后，系
统提示将审核，只要是退役军人并采集
过个人信息的，系统将会生成一个专属
的“老兵码”。

申领“老兵码”后，退役军人可免费
领取由某保险公司为全市退役军人免费

提供的“无忧保”见义勇为险。在解放军
903医院、武警浙江总队医院等指定医
院，老兵们出示“老兵码”即可享受挂号、
就诊优先等服务；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还与多家商户合作，为退役军人日常
生活提供线下优惠服务，通过扫码“崇军
先锋”商家专属二维码，即可享受退役军
人专属折扣。

记者在“智慧老兵”首页看到，目前，
已有100余家企业入驻“智慧老兵”平台
成为“崇军先锋”商户。此外，通过“老兵
码”还能进行在线咨询服务，方便退役军
人了解相关咨询政策，足不出户就能与
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业务专家
进行线上交流，疑难问题可实现多方会
诊，实现退役军人“少跑腿”“不跑腿”，打
通服务退役军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一键申领，“码”上安居乐业。除以
上各种权益外，杭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还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出了退役军人

“安居乐业”计划：“安”即“橄榄枝计划”，

联合淘宝大学开设“老兵学院”，为退役
军人提供电商、直播领域线上线下的免
费培训与“电商公开课”；“居”即“老兵乐
居计划”，为独居退役老兵提供智慧养老
方案；“乐”即“老兵健康计划”，联合某公
司为杭州地区100名退役军人捐赠价值
12万元的健康体检服务与各大门店专
属 6折的体检惠；“业”即“老兵创业计
划”，为符合网商贷准入条件的退役军人
提供小微贷免息减息政策，助力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

“‘老兵码’是退役军人领域的‘智慧
老兵’项目，是优抚政策落地的数字方案，
是全社会崇军和落实优惠优先优待的数
字平台，是提升服务退役军人管理水平的
用心探索和创新举措，将有力提升全市
26万余名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杭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
他们将继续与各部门对接，发动更多社会
组织参与，不断完善和充实各类应用场
景，提升“老兵码”生命力和创造力。

浙江省杭州市依托大数据技术研发“智慧老兵”项目推进退役军人信息化服务

老兵“码”上实现安居乐业
■童 玮 胡舰航 本报记者 宋芳龙

本报讯 叶思慧、特约记者文巧报
道：9月7日，湖南省军区民兵专业技术
骨干“四会”教练员集训拉开序幕。与
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集训重点聚焦于网
络、报务、防化等专业技术要求高、组训
难度大、军分区（警备区）和人武部承训
能力不足的课目。

近年来，为适应民兵职能使命任务
的不断拓展，地方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多的
专业技术人员编入了民兵队伍，充实了民
兵专业力量，但部分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民
兵分队教学力量不足、组训标准不统一、
组织实施不规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兵
专业分队战斗力提升。省军区战备建设
局局长张涛介绍，此次集训，旨在通过培
养一批懂专业、会组训、善管理的重点民
兵专业分队“领头雁”，以点带面辐射带动
全省民兵专业分队训练质量整体提升。

负责此次集训的省军区战备建设
局参谋汤光强告诉记者，集训严格按照
《军事训练条例》和《民兵军事训练大
纲》的相关规定进行，为期 12天，从全

省14个市（州）和省军区直属单位遴选
出70余名民兵专业技术“四会”教练员
参加。为保证训练质效，他们采取专兼
聘相结合的办法，抽调省军区机关和直
属单位业务骨干，聘请武警部队官兵和
地方装备生产厂家、网络公司技术人员
担任此次集训教练员。集训中，按照建
制连队要求实行封闭式管理，使民兵专
业技术“四会”教练员组训能力、作风纪
律等得到进一步锤炼和提高。

教练员倾囊相授，学员们求知若
渴。记者在训练现场见到，理论学习环
节，学员们全神贯注、认真听讲，不时将
重点内容和关键事项记录在笔记本上；
装备操作环节，学员们反复练习、反复
体会，主动请教练纠正检查。有着 13
年报务工作经验的省军区警卫勤务队
通信中队战士刘峰告诉记者：“抽调我
担任此次报务专业教练员，我觉得这是
一项光荣的使命任务，同时也是一次很
大的挑战，但我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高
标准完成任务！”

湖南省军区组织民兵专业技术骨干“四会”教练员集训

查短补弱，专攻精练高难度课目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近百名师生走进“硬骨头六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零距离了解“硬骨头六连”的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国防观念。图为小讲解员
李国豪向参观同学讲解“硬骨头六连”的光荣历史。 林小强摄

“近期我们人武部食堂和个人采购
400斤里峪村小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特产店需 800
斤里峪村小米。”

……
连日来，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武

部职工忙得不亦乐乎，各方的求购电话
一个接一个打来，里峪村小米成为远近
闻名的“明星农产品”。

里峪村位于新乡卫辉市狮豹头乡，
气候干旱、土壤贫瘠，村民收入主要靠
外出务工和种植谷子、红薯等经济作
物，全村三分之一的村民是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2016年底，红旗区人武部和里峪村

结成帮扶对子。人武部领导深入贫困户
家中查看生产生活条件，了解致贫原因，
率先以助学兴教活动救助帮扶贫困家庭
学生，筹资建设文化广场，修整了古村落
道路，垒建了饮用水水源防护设施，又帮
着乡亲们推销自产农作物。2018年底，
里峪村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怎么让农产品加工形成产业化，
实现造血式扶贫？”帮扶中，区人武部工
作人员发现，村里自产的小米绿色无污
染，熬粥金黄黏稠、营养丰富，但因山高
路远、人工脱谷质量低，销路不畅。如
何让小米走出大山，卖个好价？2019年
9月，人武部出资 20万元，与村集体一
道，利用村里的荒地兴建农产品加工车

间。提升加工质量、统一设计包装、多
方疏通销路，通过人武部与村委会一班
人的探索实践，包装精美的“里峪将军
岭小磨小米”，一批批运出大山，摆上市
民餐桌。

“军民同心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为进一步打通销路，区人武部向红旗区
各单位、特产店发出以购代销倡议，同时
向人武部官兵、专武干部及全区民兵预
备役人员发出自愿加入“消费扶贫”活动
倡议。参与人员又纷纷向兄弟单位和亲
朋好友推荐，一时间，参与人数滚雪球般
每天都在增加。

仅一个月，农产品加工车间回收村
民自产小米 6000余斤，营销额达 3.5万

元。村党支部书记郭新海算了一笔账：
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 6万元，2019
年达 21万元。2016年全村人均收入
2900元，2019年提高到5500元。

“子弟兵帮我们建起农产品加工车
间，又和村委会一起找对策、寻销路，我
们的小米再也不愁没人买了。”说起子弟
兵在村里开展的精准扶贫，郭新海喜上
眉梢。

“巩固脱贫成果，延伸这条绿色环
保、可持续发展的致富新路！”再次进村
了解加工车间生产运行情况的人武部领
导对村民致富充满信心。目前，扩展农
产品加工和推广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退伍老兵张合堂种植的新鲜李子已纳入

“消费扶贫”项目，红薯粉条和粉皮也已
作为发展项目，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
消费扶贫的红利。

如今，走到里峪村村口，石壁上8个
鲜红的大字便映入眼帘：共产党好，解放
军亲！那是村民们一钎一钎凿出来的，
饱含淳厚感激之情的真挚话语。

消费扶贫，小米铺就致富路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武部助力村民脱贫

■韩丙鹏 周荣凯

“携笔从戎建功业，忠于使命铸辉
煌”“保家卫国终不悔，驰骋疆场献青
春”……9月 10日，河南省郑州火车站
新兵运输第一天，随处可见欢送新兵的
标语口号，令人心潮澎湃。

在西广场，新兵成昊和一起入伍的
120余名新兵，身着不同军兵种迷彩
服，胸戴红花，身披“参军报国，无上光
荣”的绶带，步伐整齐地走进候车大
厅。候车旅客纷纷起立，向新兵们鼓
掌致意。受疫情影响，今年没有了像
往年新兵家属到车站欢送新兵的场景，
家乡车站里这些陌生而熟悉的旅客成
了为他们送行的“亲人”。

在军代表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他们“一路绿灯”来到新兵候车专
区。军代表秦璞一边给新兵代表发放
精心制作的为兵服务联系卡，一边向记
者介绍，这批新兵即将乘坐高铁，驶向
向往的军营。成昊打开人武部给他们
准备的黑色前运袋，说道：“批准入伍
后，很快就领到了部队为我们量身定制
的军装，非常合身。”

为了让新兵暖心入营，秦璞所在的
郑州军代室从8月底就开始着手准备，
科学制定详细的新兵运输方案，先后召
集车站客运部、驻站武警、军人转运站
等部门召开新兵运输工作协调会，明确
各自职责。

傍晚时分，一位接兵干部急匆匆地
赶来。原来他们转车到郑州时天色已
暗，离再次发车还有一段时间，疫情期
间又不能随意到外面就餐，只得求助军
代表。秦璞告诉他：“不用担心，新兵候
车厅就有我们协调的军供部门饮食保
障点，可以随时订餐点餐，经济实惠又
卫生。”

来自郑州市二七区的新兵李庆今
年刚大学毕业，如今终于实现了携笔
从戎的梦想。临别时，前来送行的人
武部干部拍了拍他的肩膀勉励道：“要
发扬‘二七’光荣革命传统，在部队刻
苦学习和训练，努力干出一番成绩，多
给家乡和亲人争光！”

站台上，接兵干部孙晓光隔着列车
玻璃，向秦璞挥了挥手，感谢军代表们
的精心保障。秦璞目送缓缓启动的列
车，看着新战友们踏上入营的征程，这
是他今年协调保障从郑州火车站出发

的第一批新兵。
随着列车驶离车站，秦璞一路小跑

返回候车大厅，因为那里还有下批新兵
等着他去协调对接。在未来的10天左
右时间里，他们要协调保障1万多名新
兵，从郑州转运至全国各地的军营。

上图：新兵向送行家长敬礼。
王皓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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