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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由
本报通讯员 赵言亮 羊开元

地处豫南腹地的驻马店，向来有
“天下之中”的美誉，是农业大市、人口
大市，全市总人口 960万。交通便利，
通南达北，让驻马店成为我省劳务输
出大市之一，高峰时期，当地常年在外
务工人员超过200万人。

近年来，驻马店将支持返乡下乡
创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
坚的重要抓手，充分依托人力资源丰
富、在外务工人员众多的优势，以亲
情、乡情、友情为纽带，以服务为抓手，
选准产业，着力推动人才回归、资金回
流、项目回迁。

据介绍，2018 年以来，驻马店返
乡下乡创业 13万人，创办市场经营主
体11.6万个，其中新增返乡创业1.7万
人，带动就业39万人。

目前，驻马店叫响了“确山提琴”
“平舆藤编”“西平服装”“泌阳香菇”等
劳务品牌，返乡创业在天中大地成为
新潮流、新风尚。

重商亲商
让返乡者成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金凤凰”

1989年，不到20岁的李守强踏上
了开往北京的“绿皮车”。练地摊、刷
盘子、卖水果……这个来自驻马店确
山县竹沟镇的小伙子，下决心要在京
城混出个名堂来。

一个偶然机会，经老乡介绍，李守
强与几十名确山籍工人一起进入北京
一家民营提琴厂当学徒，吃苦耐劳、忠
厚踏实，你带我、我帮你，靠着中原人
的韧劲和拼劲，在制琴行业中，“确山
师傅”名震京城，李守强也很快成为一
把制琴“好手”。

1998 年，在北京通州，李守强创
办了属于自己的“提琴作坊”。不要小
看这个“小作坊”，李守强的琴，好的一
把几万元，普通的也要几千元。

2015年，得知与李守强一同在北
京从事提琴制作的确山籍师傅有近
2000人，工厂过百家，确山县委、县政
府开始谋划，能否把这批“确山师傅”
请回家乡，让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返
乡创业，把确山县、把竹沟镇打造成为
中国的克里蒙娜？

规划建设 600 多亩的提琴产业
园、制订提琴产业发展规划，确山县领
导多次往返北京，诚恳邀请大家回乡
发展，再加上一系列政策资金支持和
就业服务保障，确山县把返乡创业的

“软环境”打造得有声有色。
随后两三年时间，在北京通州附

近聚集的六七十家提琴厂陆陆续续迁
到家乡。确山县提琴产业目前产值已
达3亿元。

7月24日，在竹沟镇的河南酷斯乐
器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李守强，他很
自豪地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八成以上
的手工提琴，都由中国制造，而这些提
琴中，六成以上是在确山人手中诞生。

让“驻马店制造”频频亮相国际舞
台，不断刷新驻马店城市知名度的，还
有平舆县河南华东户外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华伟。

上世纪 90年代外出打工，先后在
广东、浙江等地的户外藤编工厂里摸
爬滚打，陈华伟一直不放弃自己的梦
想：开一家自己的藤编厂。

2009 年，东拼西凑，陈华伟在浙
江宁波建起了自己的藤编工厂，生意
日渐红火。虽然小有成就，但在陈华
伟看出，飘蓬般的生活、在外打拼的心
酸、巨大的竞争压力，始终让他感觉：
只有站在家乡的土地上，心里才踏实。

“更重要的是，老家这边重商、亲
商的那股子劲儿，一点也不比沿海地

区差。”陈华伟说，2017 年，当他回乡
考察时，平舆县领导在高速路口手捧鲜
花翘首以待的画面“深深印刻在我的脑
海里，坚定了我回乡创业的决心”。

在陈华伟的带动下，到平舆县投
资兴业的户外休闲企业迅速扩大到26
家，产值超过 20亿元，已成为该县五
大支柱产业之一。驻马店市还开通了
平舆通往宁波舟山港的专列，平舆县
成为我省率先实现“海铁联运”的县级

“无水港”。
在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看来，有

资金、有技术，眼界开阔、思维活跃、联
系广泛，是返乡创业者所具有的多重
优势，正是在这批“能人”的带动下，驻
马店市、县经济不断呈现新的发展亮
点，返乡者正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的“金凤凰”。

如何真正让返乡创业人员回得
来、留得住、发展好？朱是西说，近年
来，驻马店持续完善创业的政务环境，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着力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对待返乡创业的老乡同招商
引资外乡、外地、外国人一样，在政策
上一视同仁，外商、招商企业享受什么
政策，返乡创业者和他们的企业就享
受什么样的政策。驻马店市还在财政
金融、土地流转、场地使用、人才引入、
税费减免等方面为返乡创业提供具体
支持，努力当好服务返乡创业者的“店
小二”，让家乡真正成为家乡人投资兴
业的沃土。

致富带贫
让返乡者成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领头雁”

7 月 25日一大早，暑热难耐。在

确山县双河镇唐庄村村头，唐留生正
在塘边查看虾笼中的“澳龙”长势。

这种通体淡蓝的澳洲淡水龙虾，
一斤批发价就要七八十元，远远高出
通体透红的本地龙虾。

“一寸虾苗 1.5元，这 117亩虾塘，
每亩收入三四万元，不但带动全村贫
困户脱贫，还能够让村集体经济红火
起来！”唐留生小心翼翼夹起一只半斤
左右的“澳龙”说。

18岁远赴福建晋江打工，吃过不
少苦头，也练就一身本事，唐留生 30
多岁就办起了自己的制鞋厂。

“自己先富不叫富，带动大家一起
富、造福一方才叫富！”几年前返乡创
业，唐留生正赶上脱贫攻坚如火如荼。

把自己的鞋厂一口气迁回来 3
个，仅此一项就为当地群众创造 600
个就业岗位。唐留生深有感触地说，
自己返乡办厂，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
让他这个从沿海城市回来的创业者也
心头一震，用地、招工、建厂房，“办理
各项手续，那叫一个快！”

看着群众的笑容，唐留生心头那
一团火，更熊熊燃烧起来。在他的带
领下，唐庄村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探
索出了以特色养殖为根本，以中药材
种植为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子，先后带
动近百户贫困户脱贫。

在确山县竹沟镇四棵树村，还有
一个返乡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名叫宋
九莉。她早年在北京从事服装生意，
几年前回到家乡，成立了新美润香菇
种植合作社。三四年时间，合作社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已流转土地 600多
亩，销售收入3000多万元。

在当地，宋九莉是出了名的“香菇
西施”，她的香菇远销山东、湖北，和武

汉中百、洛阳大张、山东家家悦等几十
家大型超市签订常年供货合同，合作
社 180 座现代化大棚为周边 7 个村
657户贫困户提供工作机会。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
我们需要更多像唐留生、宋九莉这样
的返乡创业者。”驻马店市常务副市长
金东江表示，为支持这一部分“领头
雁”，驻马店投入 1000万元设立创业
基金，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扶持；
同时，搭建创业孵化平台，目前全市成
功创建了 1个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6
个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园区、13个省级
返乡创业示范项目、7个省级返乡创业
助力脱贫优秀项目，为孵化返乡创业
企业实体奠定了良好基础。

建强支部
让返乡者成为夯实基层战

斗堡垒的“好班长”

看着一个个拔地而起的香菇大
棚，村子里一天天发生的变化，村民们
一张张笑脸，西平县宋集乡崔庄村党
支部书记敬营辉更加确信：当初回来
的决定是正确的。

年近不惑的敬营辉之前在郑州从
事地产行业。2017年，久有归乡之志
的他回到家乡宋集，流转 110亩土地，
搞起特色蔬菜大棚，成为当地有名的
致富带头人。

敬营辉回来之前，崔庄村没产业，
村“两委”班子成员年龄大，凝聚力差，
时不时还有村民上访告状。看着敬营
辉本领强、人品好，父老乡亲纷纷推举
他为崔庄村党支部书记。

虽然年轻，但敬营辉干起村党支
部书记的活来，“十分老辣”：给群众上

党课、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到临近县市
学习党员积分制管理。短短两年时
间，崔庄村就变了模样：路通了、灯亮
了，村里还建起了小游园、图书室、健
身文化广场和文化大舞台。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支部
强不强，关键在‘班长’。”敬营辉说，
作为村干部，要时刻与党保持一致，
和群众心贴心在一起，实实在在为群
众做事。

在驻马店，像敬营辉这样，既带富
了群众，又带强了支部的返乡创业者
不在少数。确山县李新店镇潘集村
的党支部书记李银良，也是其中的佼
佼者。

李银良一直做通信工程，2016
年，他被请回家乡，并被推选为潘集村
党支部书记。之前，老支书威信不高，
村里还有两股势力相互较劲。李银良
明白，相互间的利益之争都是因为村
里太穷。在深入学习和了解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狠抓村班子队伍建设后，李
银良开始为全村谋划新的经济增长
点，他把目光盯向了种鸽养殖。

潘集村有养鸽子的传统，在到江
浙一带考察后，李银良投入近千万元，
流转 130亩土地，建起鸿鹄鸽业合作
社，一期就建了 8个鸽棚，养了 6万只
鸽子，覆盖潘集村、武棚村、邵楼村等8
个村，仅 2018 年就带动贫困户 509
户。从此，李银良“鸽王书记”的称号
也不胫而走，村“两委”班子逢人就夸：

“李书记，就是中！”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基层党支

部是乡村振兴的堡垒，引领着乡村振
兴新航向。”驻马店市委组织部部长于
燕说，基层党组织有了“好班长”，农
村才能真正强起来，农民才能真正富
起来。

“乡村要振兴、城市要发展，关键
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由农村向城市单
向流动的局面，要让更多‘城归族’回
到家乡投资兴业。”驻马店市委书记陈
星表示，将营造更好的环境，争取更多
在外务工人员由“孔雀东南飞”转为

“纷纷雁归来”。

在外“摸爬滚打”的驻马店人回来了
——驻马店由劳务输出大市到返乡创业高地微调研

□梅世雄 卢晓琳 周燕红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作出了
贡献。”

2018年 12月 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专门
向退役军人表达关心问候。

一声问候，朴实无华，却穿透荧屏，瞬间传
遍千山万水，让千万退役军人热血沸腾：总书记
惦记着我们、牵挂着我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就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退
役军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念兹在兹，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有一种身份片刻未曾相忘，有一种牵挂须
臾未曾间断。

在接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暨 2014
年军转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动
情地说：“见到大家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也是
一名军转干部。”

滚烫的话语，深沉的关爱，蕴含着习近平总
书记对退役军人深厚的情感。

我国现有数千万退役军人，他们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早在革命战争年
代，就有一批又一批军人到地方工作，为夺取中
国革命胜利建功立业。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退
役军人到地方工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
展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
期，广大退役军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成为改
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取得了骄人业绩。“军转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关心、
倍加爱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老兵过得怎么样？工作安排如意不如意？
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没有嘘寒问暖？退役军人的
工作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于心。

2019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
察调研，走进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退役军
人服务管理站，详细询问社区在服务退役军人
方面的具体做法，再次表达了对退役军人的关
心关爱。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维护好，把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好。

2019年 3月 12日，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
退役军人安置、伤病残军人移交、随军家属就
业、军人子女入学等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退役军人感受到了实
实在在的温暖：400万名退役军人得到妥善安置，
抚恤补助标准连年提高，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
得以接续，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广大退役军人寄予了殷
切希望。在接见军转干部代表时，总书记指出，

广大军转干部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积极适应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牢记生命中有了
当兵的历史，自觉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岗位上继续出
色工作、活出精彩人生。

这一声声叮嘱，被广大退役军人转化为“退
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他们奋力
拼搏、开拓进取，阔步行进在人生新的征途上。

湖北战友集团董事长杨建桥，自主择业后
从送菜起步，逐渐把企业做大做强。2009年，
他被评为全国模范军转干部。2017年，杨建桥
作为20位受邀的军转干部之一，参加了建军90
周年庆祝仪式。

“每每想起，心里总是充满自豪。”杨建桥
说，“在部队，我是保卫祖国的栋梁；到地方，我
要做民族经济的脊梁。”

更多的退役军人，在各条战线上书写着各
自的精彩：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的李志强，突破技术难关，成为一名为
国争光的大国工匠；广州海关归类分中心的甘
露，由军队转战海关，从外行变成内行，成长为
一名国际海关税务专家；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排爆中队的张保国，排爆20年，出生入死，和
同事一道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平安……

大江东去，岁月无声；脱下军装，奉献地方。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退役军人。无论是当年
穿着军装保家卫国，还是现在脱下军装为梦想打
拼，他们都继续秉承军队的光荣传统，以出色的成
绩回报这个伟大时代，回报领袖的深情厚望。

着眼改革，退役军人工作迈入新时代——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改革大潮浩浩荡荡，深度撞击着中国社会
每一个领域。

党领导的退役军人工作，始终紧贴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任务要求。随着时
间推移、形势变化，退役军人工作逐渐呈现出职
能交叉、政策不平衡、不统一等问题，也存在着
政策滞后、制度“空白”等缺陷。一些体制性障
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成为阻碍退役军人
工作发展的瓶颈。

怎样克服这些问题，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的政治智慧、理论勇气、卓越才能和驾驭全局
能力，一语击中要害：深化改革。

改革，成为退役军人工作寻求突破、也必须
突破的金钥匙。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擘画的深化退役军人工作改革的脉
络十分清晰——

2015年，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
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
和相关政策制度。”201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审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
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文件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改革率先从组织机构开局起步。改革就要
改组架构，整合力量，攥紧拳头，形成合力。

2017年 10月 18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党
的十九大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宣
布：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2018年 3月
12日，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掷地有声：“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对
于更好为退役军人服务、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好事办好办实。”
2018年 3月 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退
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批准组建。

1个月后，2018年 4月 16日，退役军人事务
部挂牌成立。之后，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改革梯次
接续、前后衔接、压茬推进，截至2019年 3月底，
全国县级以上退役军人事务厅局全部挂牌运行。

与此同时，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各级退役军人事务机构和服务中心（站）抓
紧建立和完善，并根据“有机构、有编制、有人
员、有经费、有保障”的要求，加快实现全覆盖。
经过努力，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退役军人
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设计、部署推动的大战略、大手笔；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着眼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
略举措。

伴随这一历史性步伐，退役军人工作迈入
新的发展阶段。

擘画蓝图，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计——

“要把退役军人事务全面抓起来”

退役军人工作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
这些问题，涉及退役军人工作的目标和方

向，是退役军人工作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
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军转安置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力
量。”——阐明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意义。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指
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目标任务。

“要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服务
的方针，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
得其所的原则，推进退役军官安置管理保障体
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逐步完善服务保
障体系和相关政策法规。”——确立了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的方针原则。

“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
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
度。”——提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总体要求。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这些重

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基
本问题，立起了统领建设的魂、指导工作的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下，退役军人工作系统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勠力
同心、砥砺前行，交出了一份凝结着汗水的成绩单：

——多项政策相继出台。在退役军人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管理、退役士兵安置等领域，已出
台了 12个政策文件。下一步还将着手制定出
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安置任务有效落实。2018年，完成了
8.2 万名军转干部安置任务，共接收安置 40多
万名退役士兵，其中 4万多名符合政府安置条
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 123
家中央企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全覆盖。完成了
9600多名军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安置任务，超额
完成30.4%。

——就业创业大力推动。会同军地12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2018年，全国各地共组织专场招
聘会1400多场次，提供就业岗位60多万个。

——服务保障重点落实。重点优抚对象抚
恤和生活补助提标时间由10月 1日提前到8月
1日，平均提高幅度 10%。同多家银行签署拥
军优抚合作协议。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
庭悬挂光荣牌 3958万块。部署开展了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目前已采集
信息 3900多万人，全国统一、上下联动的退役
军人信息数据库和管理平台正在建设中。

……
展望未来，退役军人工作将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高扬风帆、破浪远航。

尊崇关爱，万千家庭感到荣光——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2019年 5月 20日，山西一个偏远的山区。
在外务工的王宁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乡里的领
导为他们家挂上了光荣牌。王宁立即放下手头
的工作往家赶，回到家天已擦黑。当他在月光
下看到金灿灿的光荣牌，顿时泣不成声。他在
一封感谢信中说：“我深知，光荣牌不只是一块
普通的牌子，更是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给予退役
军人的最高荣誉和莫大关怀！”

小小光荣牌，分量重千钧。在习近平总书
记心中，老兵的位置很高，很特殊。

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一
名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
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
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1955年转业时，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湖北省最
偏远的来凤县工作，在贫困山区一干就是一辈
子。60多年来，张富清尘封功名，直到 2018年
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他的事迹被发现，
这段英雄往事才重现在人们面前。

了解张富清同志的先进事迹后，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
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
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

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
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
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
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2019年 6月中旬，中宣部授予张富清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在全社会掀起一股学习热潮。

对千千万万为国牺牲的英烈、浴血奋战的
英雄，习近平总书记时刻牵挂于心。总书记强
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2015年 9月 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习近平总书记向30名代表颁发纪念章并发
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情的话语响彻会场：“我
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
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
英雄，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之下，国家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确定了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让中华民族在每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共同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
园、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烈
士陵园、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晋绥边区革命纪
念馆等地，都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缅怀英烈的
足迹。201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
祭扫援坦中国专家公墓缅怀先烈时题词：“烈士
精神永励后人，中坦友谊世代传承。”2019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专程参谒中朝友谊塔，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
士，并在题词簿上题词：“缅怀先烈，世代友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工作。1991年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
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赋诗《军民情·七律》：“挽住云河洗
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
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
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双
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坚如磐石的军政
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军地合力，军民同心，我们就一
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些谆谆话语，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
情厚爱，在全社会掀起了尊崇英烈、关爱退役军
人之风，千万家庭受到尊崇、感到荣光。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热潮，退役
军人先进典型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全社会对
退役军人的认识和情感又深厚了一层……

征程万里，初心如磐。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退役军人工作的壮
阔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退役军人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