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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谋业，思想先行。
党政军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何进一步夯实

军民团结的思想基础，用中国梦和强军梦凝聚军民
共识和力量，筑牢军政军民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

鄂尔多斯用行动回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不
断创新国防教育、双拥宣传形式，从以鄂托克前旗

“1+6红色教育基地”为核心，以桃力民革命抗日根
据地、中共乌审旗委办公旧址、独贵龙运动纪念馆、
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等为节点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到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永福、
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韩伟等一大批身边典型和榜
样，从黄河流域到大美草原，从脱贫攻坚一线到高质
量发展前沿，从社会到个体，都在同唱一首歌——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思想明，行动笃。伟大思想引领下的鄂尔多斯，

不断“固化”党政军民关系纽带，亲如“一家”成为最
广泛共识。

全市努力实现双拥工作的社会化、经常化、制度
化，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自上而下切实做到了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工
作机制、经费保障、办公场所“五个落实”，形成了“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军地配合、群众参与”
的工作格局；市、9个旗（区）、77个苏木乡镇街道、
972 个嘎查村社区均设立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构建起“1+4”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立了
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的长效工作机制更加完善。

从一处阵地到一条街道，从身边榜样到社会标
杆，全市建立起点、线、面联动的双拥工作宣传教育
体系，让“橄榄绿”成为孩子们向往、全社会崇尚的最
美颜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国防教育、双拥宣传纳入
部队政治教育内容、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围、纳
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范畴、纳入各级党校培训计
划。广泛开展了国防（双拥）教育“五进”活动，通过
举办军地文艺晚会、国防知识讲座、形势报告、军事
训练、国防教育展等活动，多途径、多角度、多载体加
大国防（双拥）宣传教育力度，累计举办各类活动
500余场次。各旗区均建成了国防（双拥）教育展
厅、国防（双拥）主题教育广场（公园）、国防（双拥）一
条街，设立了双拥永久性标识。依托“成吉思汗陵”
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东胜区烈士陵园等5处
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和 39处自治区、
市、旗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开展
国防和双拥宣传。

深入开展“关爱功臣”“双拥在
基层”活动，每年元旦、春节、“八一”
等重大节日期间，各级均组织开展
军地互动联欢和走访慰问活动，
市、旗区四大班子领导都要走访
慰问驻地部队官兵、重点优抚对象
和退役军人家庭，2016年以来，累
计发放慰问金、慰问品 1500 余万
元。不断深化科技、教育、文化、法

律、医疗等领域拥军活动，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双拥共建，本土化
特色化双拥品牌不断涌现，双拥活
动更加具有鄂尔多斯味道。投入6亿
元高标准建成以城川民族学院为主的红
色“1+6”国防教育基地。累计投入1000
多万元新建、修缮烈士纪念设施，精心组
织开展清明祭英烈、烈士纪念日公祭等
活动，大力弘扬杜宏烈士、王磊烈士等英
烈先进事迹。

积极培育和选树先进典型，2019 年
举办“最美退役军人”表彰暨双拥联谊会，

对全市 10名最美退役军人、10名最美拥军
人物和 17个拥军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

为28556户家庭悬挂了光荣牌，为51名立功受奖
的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为112名老战士老同志颁
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先后有 5名退役军人分别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全区模范退役军人”“全区最美退役军人”荣誉
称号，1名同志荣获全区“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
荣誉称号，1个单位荣获全区“退役军人工作模范
单位”荣誉称号。

军队有地位，国家有力量。
退役军人安置得好不好、政策落实得是否

到位，直接关系着军人权益的保障、现役士兵
训练积极性和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鄂尔多
斯有着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
传承，军民之间早已结下血肉相连的深厚情
谊。该保障的要保障好，该落实的政策必须落
实，是鄂尔多斯拥军优属工作的一个缩影。

从组织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培训，到大
力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从改进创新军队转
业干部安置工作，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局，从
逐步建设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到出台各项保障
办法，鄂尔多斯想方设法不断提升军人的获得
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全市统筹安排，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安置
到位，把军人的“后路”安排好；坚持服务到位，
把军人的“后院”巩固好；坚持关爱到位，把军
人的“后代”关心好，切实维护军人、军属的合
法权益，让各项政策成为军人一往无前的最强
保障。

构建“1+4”退役军人服务体系，苏木乡镇
街道、嘎查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由党组织书
记担任站长，配备工作人员2383名，推动建立
市、旗区、苏木乡镇、嘎查村四级双拥工作体
系。充分发挥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安置
退役军人主渠道作用，2016年以来，接收安置
计划分配军转干部106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45名，为困难企业军转干部发放各类解困资金

161.9万元。完成2539名退役士兵的接收工

作，762名符合安置政策的退役士兵全部妥善

安置，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一次性地方经

济补助金1.94亿元、为现役义务兵发放优
待金4366万元。设立退役军人关爱
基金，建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自然增长机制，将重点优抚对象全
部纳入城镇医保或农村合作医
疗，补助标准均不低于国家和自

治区标准。对生活困难退役军

人在危旧房改造、廉租房公租

房租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将重点优抚对象全部纳入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大

病医疗救助和优抚医疗补助

等优待政策，2016年以来，累

计为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
助金1.14亿元、医疗救助金1567万
元，实现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费用
“零负担”。

从2010年开始，率先在全区
实行退役士兵免试免费学历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培训退役军

人3877名。提出“四个一”工作举

措（即一套教育培训体系、一批就业

创业孵化基地、一个就业创业信息化

服务平台、一系列就业创业促进机制），

帮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仅2019年，全市各

级共组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26场，帮助892

名退役军人实现上岗就业；召开了2次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工作座谈会，举办退役军人适应性
培训班9期、创新创业培训班5期，培训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310人。引
进内蒙古金葫芦大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在东胜
区建设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园。

成立了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
就业安置专项工作组，按照“对应对口”原则对
符合条件的随调家属全部进行安置，制定出台
相关办法，对未就业随军家属按1500元/月标
准发放基本生活补贴。2019年市本级安置随
调家属6名，未就业随军家属12名。

将优质教育资源向军人子女倾斜，保证
所有军人子女都能就近择优入学。明确革命
烈士、伤残军人和驻市部队现役军人子女的
加分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都能享受到
加分照顾。

心有山河卷，明月照肝胆。
庚子年的春天，那一份份摁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一

声声铿锵有力的集结令，那一个个奔赴前线的背影，都是
军民同心，为“疫”而战的深刻体现。

人民有难，军人当先。那风雨兼程、急如星火的脚
步，在全市抗疫一线敲击出一个个振奋人心的音符。不
论是退役军人还是在役官兵，他们闻令而动、向战前行，
有的舍身奋战在医疗救治一线，有的竭力保障物资供给，
有的慷慨发动慈善捐赠，有的率先投身社区防护。驻军
部队充分发挥应急应战职能作用，10名“武常委”及时加
入市、旗两级疫情防控指挥部，34名师团级领导干部全部
深入到任务点位和执勤一线检查督导工作，累计动用民
兵约42720人次，协助公安、交通等部门设置检查卡点
295处，检查排查人员近72500人次、车辆31500台次，
入户排查12350余户。

在第一时间，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抗击疫情志愿服务
队成立，市、旗两级联动迅速组建起1支市直应急救援分
队、9支旗区志愿服务分队，共有2000余名退役军人志愿
者第一时间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涌现出了安达救援队、援
鄂医护人员郭浩楠、吴明等一批退役军人抗疫先进典型
……他们坚守初心使命，在危难之中淬火成钢，诠释了忠
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展现了冲锋在前、敢打必胜的
军人本色。

民拥军、军爱民，军地融合、肝胆相照，正在鄂尔多斯
谱写着新篇章。

鄂尔多斯始终把支持服务部队改革建设作为重大政
治责任，除了着力解决部队官兵“三后”问题，还在全区率
先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措施，坚
持指挥体系共建、经济科技共享、基础设施共建、物资装
备共储、人才队伍共育，全力支持军队改革建设。2016
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资金4.2亿元支持部队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了武警支队“智慧磐石”项目。市、旗区共投入

4000余万元，为民兵应急分队配备了应急指挥车、
无人侦察机、气垫船、冲锋舟、防化服等装备2万
余件（套），组建了市、旗区、苏木乡镇和大型企
业的民兵应急队伍和防凌爆破、防化救援等
民兵专业队伍，多次参加自治区防汛抗旱
指挥部和军区组织的防凌破冰演练。圆满
完成了各项保障任务。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出现在哪
里。”这是驻市部队的“爱民格言”，他们全
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生态
建设、脱贫攻坚、抢救救灾、维护稳定等工
作，涌现出了一批受全国、全区表彰的先进

单位和个人，军地共同创造了库布其沙漠治
理模式并将之升华为“守望相助、百折不挠、科

学创新、绿富同兴”的“库布其治沙精神”，浸润了
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为世界荒漠化治理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年来，鄂尔多斯军分区动员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大

力开展治沙绿化“115工程”，累计治理荒漠30余万亩，建成
生态基地11处。2019年杭锦旗人武部被全国绿化委员会
表彰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武警支队先后出动官兵
2000余人次，植树造林1000余亩，防沙治沙3000余亩。

2016年以来，驻市部队投入资金790余万元，挂钩帮扶
24个嘎查村，完成帮扶项目120余项，先后与270户贫困群
众结成帮扶对子，累计援建或资助学校10所。在“春蕾”助学
行动中，鄂尔多斯军分区31名团以上干部每人资助1名贫困
学生，武警支队结对帮扶贫困学生34名。2019年杭锦旗人
武部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是全军唯一一家受
到表彰的单位，在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作了典
型报告。

近年来，驻市部队先后参加黄河防凌防汛、森林草原
防火等急难险重任务140余次，解救安置受灾群众280
余人次，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市消防救援支队共
接警出动2747起，抢救被困人员3000余人，抢救疏散被
困人员3000余人，累计挽回经济损失20多亿元。

不论是日常维护安全稳定，还是重大活动的安保任
务，都有官兵们辛勤坚守的身姿。2016年以来，武警支
队出色完成一级警卫勤务以及会议安保等勤务76次，出
动兵力3460人次，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2017年《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期间，鄂尔多斯
市军警通力合作，圆满完成安保、勤务等保障任务。在鄂
尔多斯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市等活动中，也都有军人的无私奉献。

栉风沐雨见肝胆，接续奋进写华章。从一线到后方，
从地方到军队，从城市到农村……鄂尔多斯高原，处处渗
透着双拥力量，彰显着双拥担当。

天骄圣地鄂尔多
斯，现代名城鄂尔多
斯。传统与现代，一脉
相承；使命与初心，矢
志不渝。苍苍库布其，
见证拥军本色；滔滔黄
河水，高唱爱民赞歌。
鄂尔多斯，连续四次被
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
城”。

春风如醇酒，著物
物不知。党的十八大
以来，鄂尔多斯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新
型军政军民关系，10
个 100% 亮点频现，
即：军队转业干部和符
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安置上岗
率 100% ；伤病残军
人、军队离（退）休干部
（士官）接收安置率
100%；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地方经济补助金
发放率100%；有参训
意愿的退役军人免费
培训率100%；有安置
意愿的随军随调家属
安置率和未就业随军
家属基本生活补贴发
放率100%；义务兵家
庭优待金按时按标准
兑付率100%；现役军
人、烈士子女入托入学
优先优待率100%；各
类优抚对象抚恤优待
金按标准足额兑付率
100%；优抚对象医疗
参保率和重点优抚对
象实施二次医疗救助
率100%；征兵任务完
成率 100%。军民鱼
水情，正在凝聚起推动
鄂尔多斯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高
质量发展的磅礴之力。

②

③

④④

1010个个100100%%，，见见证鱼水深情证鱼水深情
——鄂尔多斯市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综述

□玉琢 张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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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全市拥军工作先进单位颁奖。
②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大厅。
③为牧民送电缆，解决用电问题。
④为现役军人张昊家庭送去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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