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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三门峡军分区政委孟斌
调研渑池县基层党建、脱贫攻坚工作
近日，市委常委、三门峡军
分区政委孟斌到渑池县调研基
层党建、脱贫攻坚工作。 渑池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晓红陪同
调研。
“产业扶贫工作进展如何？ ”
“扶贫车间带动能力强不强？ ”两
天的时间，孟斌先后察看了渑池
县洪阳镇刘村蘑菇种植大棚基
地、石盆村艾草种植基地，南村
乡关底村光伏扶贫项目、青山村
万亩花椒种植示范基地。 他指
出，要用“活”资金，用“活”政策，
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不
断激发其内生动力，运用“三变”
思维，增加贫困户收入，实现稳
定脱贫。

“住得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
困难？还需要哪些帮助？”在南村
乡青山村易地搬迁安置点，孟斌
见到了 84 岁的贫困户郑云亮，
了解其生活情况，询问其存在的
困难，并就贫困人口后续保障措
施同相关负责人进行深入探讨。
孟斌还先后到洪阳镇刘村
易地搬迁安置点、雷沟村镇医养
中心、 石盆村草编扶贫就业基
地、 柳庄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柳
庄村农业生态园，南村乡民俗文
化园、渑垣高速建设项目现场等
地，详细听取有关汇报，并就党
建引领、旅游带动、企业带贫等
方面同相关负责人探讨。
在座谈会上，孟斌充分肯定

了渑池县在“抓党建、促脱贫”等
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他强调，要
形成扶贫合力，对标“两不愁、四
保障”， 拧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要坚持精准方
略，把“六个精准”贯穿扶贫全过
程，实现真脱贫，经得住时间和
历史考验； 要坚持问题导向，把
握重点，强化问题意识，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
群众主体，培养群众自我脱贫意
识，扶贫、扶智、扶志相结合，调
动群众积极性，激发其自主创业
内在动力，加强教育引导，发挥
主观能动性，确保群众持续稳定
（张文曦 王一博）
脱贫。

2018 年全军院校招生计划下达
招收学员 3.05 万名
记者近日从军委训练管理
部获悉，2018 年全军院校招生
计划近日已经下达，26 所院校
计划招收学员 3.05 万名。 其中，
普通高中毕业生 1.2 万名、生长
军官士兵学员 0.55 万名、 士官
学员 1.3 万名。
2018 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
生计划，与新的军事人才培养体
系、 部队年度岗位需求对接对
表，在去年招生数质量分析的基
础上，优化专业布局、性别比例、
分省安排，努力提升人才选拔质
量效益， 统筹兼顾边远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考生需求。 为适应军
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要
求、前瞻考虑服役政策制度改革

方向和武警部队调整改革因素，
招生计划还相应提高全军高水
平院校指技融合或技术类专业
青年学生招生数量，严格控制传
统专业招生数量，扩大联合作战
保障等新型力量相关专业招生
规模。 武警部队适度加大特战、
装甲、 飞行等紧缺专业招生比
例。
2018 年生长军官士兵学员
招生计划向作战部队、基层一线
倾斜，适当扩大建制班排士兵骨
干报考比例。
2018 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官
学员计划，以军事斗争准备新需
求为牵引，以各战略方向、任务
部队和新型作战力量为重点，坚

持按需培训、训用一致，严密组
织统考录取。 对执行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护航和马里维和任务，
以及参加建军 90 周年阅兵和特
定专业的考生，报考条件可放宽
到 2014 年夏秋季入伍的士官。
全军院校招生工作将全程
贯彻“阳光工程”，严格落实政策
规定、招生计划、考生资格、考试
成绩、录取信息、申诉渠道和违
规处理七项公开制度，全程检查
督导， 并将 26 所院校招生宣传
纳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
台，全面公开招生信息，解读招
生政策，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据新华社）

今年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活动
空余房地产等由军委集中管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于日前发布。
《指导意见》强调，要按照军
队不经营、资产不流失、融合要
严格、收支两条线的标准，坚持
坚决全面、积极稳妥、军民融合，
按计划分步骤稳妥推进，到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一
切有偿服务活动；坚决停止一切
以营利为目的、偏离部队主责主
业、 单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项

目。 开展有偿服务的项目，合同
协议已到期的应予终止，不得续
签，全部收回军队资产；合同协
议未到期的，通过协商或司法程
序能够终止的项目，应提前解除
合同协议，确需补偿的，按照国
家法律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对复杂敏感项目，《指导意
见》明确，区分不同情况，主要采
取委托管理、资产置换、保障社
会化等方式进行处理，国家和地
方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指导意见》明确，军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后，将国家赋予任

务、军队有能力完成的，军队特
有或优势明显、国家建设确有需
要的，以及军队引进社会力量服
务官兵的项目，纳入军民融合发
展体系。 对需纳入军民融合发展
体系的行业项目，由军地有关部
门研究提出有关标准条件、准入
程序、审批权限、运行管理等政
策办法，实行规范管理，严格落
实收支两条线政策规定。 对军队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后空余房地
产、农副业生产用地、大型招待
接待资产，全部由中央军委集中
管理、统筹调控。 （据新华社）

陕州区人武部
扎实开展征兵宣传工作

为扎实开展好征兵宣传
月活动，日前，陕州区人武部
工作人员在该部部长王永才、
副部长李光忠的带领下，先后
来到陕州区高考考点、三门峡
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开展征兵
宣传活动，向适龄学生宣传征
兵政策，鼓励他们踊跃参军入
伍、报效祖国。
为向部队输送高学历优
质兵员，该区武装部工作人员
携带宣传单、展板、横幅标语、
《致适龄青年的一封信》 等宣
传资料， 在 2018 年陕州区高
考高点、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
学院面对面向适龄学生宣传
征兵有关政策、解答有关体检

政审规定。 为不影响学生正常
上课， 宣传人员利用课间时
间，在学校主要路口和教室门
外开展宣传。
王永才现场为前来咨询
的家长和适龄青年解答问题，
用陕州籍青年在部队建功立
业的生动事迹，激发广大青年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国防
的使命感、责任感，从算好经
济账、政治账、素质账等方面
为学生们细致地讲解参军入
伍的优惠政策及对人生发展
的重大意义，引导广大学子携
笔从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王磊）

义马市人防办
积极参与“四城联创”
为进一步改善城区环境 貌、 体现人防精神为指引，克
卫生质量，义马市人防办按照 服路面被施工破坏、家属楼无
义马市“四城联创”工作领导 人管理的实际困难， 不讲条
小组的任务安排，坚持一把手 件、不提要求，保质保量完成
带队 、 全 员 参 与 ， 把“洁 城 行 任务。
动” 作为近期的主要工作来
在清洁卫生的同时，义马
抓。
市人防办还积极宣传和推广
义马市人防办在落实好 “四城联创”政策，悬挂宣传横
周二、周五规定时间清扫的情 幅、展出宣传板面，向责任区
况下，采取领导带队、分班执 内的商户、住户、机关单位现
勤的工作方式，坚持每天两次 场解读洁城意义，以实际行动
上路检查值守。
来影响群众行为，引导全社会
该办要求全体干部职工 参与洁城、维护环境。
以发现卫生死角、改善区域面
（肖磊 李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