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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我区退役军人工作再显大格局
打通 11 家相关部门数据

壁垒，整合 20 余项服务内容，
打造“一站式”集成服务大厅；
创新建立娄桥工业园区退役军
人服务站，成为全省首家流动
退役军人服务站……2022 年
以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围绕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这一目标，精心打造崇军服
务示范带，开展困难退役军人
帮扶活动等特色亮点工作，努
力构建服务保障大格局，擦亮
拥军爱民金名片，奋力开创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主动创新
打造服务保障新模式

去年以来，该局围绕“两
融合、双促进”，以温瑞大道和

瓯海大道沿线为重点，聚焦硬
件设施、政策优待、崇军氛围、
社会化拥军四方面，融合基层
服务站、双拥共建点、革命历史
旧址等多种元素，打造两条退
役军人服务示范带。

按照各镇街特色，将全区划
分为行政中心区、工业园区、高
教园区和美丽乡村4大主题区
块，精心打造仙岩渔潭村红色服
务站、茶山高教园区服务站和娄
桥工业园区服务站，提供特色服
务保障工作。其中，渔潭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入选省百佳红色服
务站，娄桥工业园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获省部级领导肯定。

塑造亮点
谱写拥军爱民新篇章

现今，不论是走进牛山公

园，还是车行郭溪中心路，市民
会发现公园和道路融入双拥元
素，这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持
续扩大宣传阵地建设的一个缩
影。

去年，该局打造牛山双拥
文化主题公园、娄桥秀屿山双
拥宣传长廊、瞿溪埭头村双拥
广场和郭溪中心路双拥美丽道
路，大街小巷中的双拥元素，让
双拥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并在温州铁路南站创新打造军
人驿站，为军人提供便捷、精
细、“兵”至如归的服务。

持续推行阳光安置，高质
量完成转业军官、退役士官安
置工作，达到转业干部100%进
行政编制和转业士官 100%进
公益一类事业编制双百目标，
2022 年共安置转业军官 3 名，

退役士官 9 名，实现“部队、地
方、退役军人”三方满意。

创先争优
形成关爱帮扶新经验

如何更好地关心关爱退役
军人？去年，该局建立“1+13+
N”志愿服务架构模式，从区
级、镇街和村社三个层面，着力
打造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主阵
地。以活动为载体，推出“老兵
暮年·天使护航”系列活动，为
全区700余名优抚对象提供义
诊服务；设立 200 万元困难帮
扶资金，精准帮扶困难优抚对
象，对居住环境差的退役军人
住所进行适老化改造；全面推
进建档立卡和优待证申领发放
工作，建档立卡共为全区8402
名退役军人实现精准画像，录

入率、通过率均达 100%，优待
证办卡排名全市第二。

向数字化改革要效率，该
局通过“一键达”实行优抚金发
放直通车，创新服务效能；贯通

“浙里老兵”应用，推广“老兵
码”，拓展优待场景，与温州阿
外楼度假酒店、温州十里河灯
具市场、中国农业银行温州瓯
海支行等单位签订协议，为退
役军人提供优先优惠优质服
务。与此同时，以数字化改革
为牵引，高质量完成“智治平
台”试点工作，探索构建主动感
知智能预警、服务渠道多元高
效、日常运行实时监管、评价激
励科学合理的基层退役军人智
慧服务管理平台，实时展示和
全面掌控全区基层服务站工作
动态。 通讯员周李泽

军民共植双拥树

日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茶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茶山派出所，与驻瓯茶山
部队开展“军民共植双拥树”
植树活动，丰富新时代“拥军
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形式，用

实际行动诠释“军地共建”的
深厚内涵，助力瓯海“双拥模
范城”创建。

当天，植树现场呈现热火
朝天的劳动景象。大家分工
协作、默契配合、干劲十足，为

部队的绿化建设添砖加瓦。
一棵棵新栽的树苗昂然挺立，
在春风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构
成靓丽的“双拥林”。

通讯员 周李泽

近期，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组织人员看望慰问茶山街
道困难退役军人。

在 退 役 军 人 诸 朝 辉 家
中，慰问组与其家人亲切交
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

况、家庭生活情况和面临的
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去慰
问品，送上真挚祝福和崇高
敬意。

慰问组叮嘱茶山街道退
役军人服务站密切关注困难

退役军人家庭，加大对退役
军人的关心关爱力度，尽力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后顾
之忧，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通讯员潘君玮

情系困难退役军人

日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在
娄桥工业园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宣
传”活动。

本 次 活 动 由“ 瓯 越 老
兵+”主题宣讲与“永远跟党
走·奋发向未来”主题“快闪”
两部分组成。活动尚未开始，
园区内30余名退役军人便早
早来到服务站内等候。

在活动中，战时一等功
臣、温州市最美退役军人、瓯
越老兵宣讲员虞尚义为大家

讲述他的战斗故事。1984
年，虞尚义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战，曾与战友在中越老山战役
一线战场上冲锋陷阵，经历血
与火的考验。退伍转业后，他
在管理学校、投身财税的道路
上全力以赴。在人生的战场
上，他坚守初心与担当，退伍
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故事打
动在场退役军人的心。虞尚
义将自身经历与党的二十大
精神相结合，用“小故事”讲述

“大道理”，真正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融于心、践于行。

本次活动还开展主题“快
闪”活动，30余名退役军人唱
响红歌《退役军人之歌》，展现
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豪情志气。

据悉，全区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积极开展党的二十大精
神“大学习、大宣传、大调研、
大落实”活动。本次“大宣传”
活动在娄桥工业园区退役军
人服务站启动，意在真正将流
动退役军人纳入服务保障体
系，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通讯员潘君玮

老兵宣讲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学习雷锋好榜样……”
日前，温州生态园实验小学三
幢教学楼四楼报告厅传出整
齐响亮的歌声。这是我区开
展“弘扬雷锋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活动的一个场景。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
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
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教
育局和共青团瓯海区委共同
举办“弘扬雷锋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活动，引导广大学生
在学雷锋活动中积极争当“四
好”少年，在校园中形成人人
学雷锋、天天学雷锋的良好氛
围，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活动邀请区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教导员、瓯青团讲师金
定忠走进学校，为学生们讲述
雷锋故事。“60年来，学雷锋活

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
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
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
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
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
锋精神永不过时。”金定忠动
情地说。

在现场，相关负责人勉励
广大学生从我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把学雷锋活动融入
到日常学习生活中，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

活动当天，区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向温州生态园实验小
学赞助 2000 元，设立学雷锋
活动基金，用于奖励该校助人
为乐的学生。退役军人子女
也受邀参加本次活动。

通讯员潘君玮

弘扬雷锋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有关负责人来到荣立三等功
的现役军人吴成榜家中，送上
立功喜报，让军属共享尊崇荣
光。

吴成榜于 2013 年入伍，
茶山街道后村村人，服役于武
警广东总队。从军以来，他瞄
准实战苦练，专业技能精益求
精，于 2022 年荣立三等功。
在吴成榜家中，慰问组与军属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军属的生
活状况，并送上“三等功”喜
报、牌匾和慰问金。慰问组向
军属表达崇高敬意，感谢他们

为国家、为部队培养了优秀人
才，希望他们继续支持和鼓励
孩子扎根军营、再立新功。“我
们将继续支持成榜在部队安
心服役，做他的坚强后盾，鼓
励他为国家作贡献。”接过喜
报，吴成榜家属对党和政府的
慰问表示衷心感谢。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双
拥工作，落实完善各项拥军优
属政策，全力营造“一人立功
受奖、全家无上光荣”的浓厚
氛围，增强现役军人的自豪感
和荣誉感，激发广大居民爱国
拥军热情。 通讯员 周李泽

荣立三等功 喜报送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