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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青年寄语



 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

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邓小平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

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

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

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江泽民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青年学

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

                         ——胡锦涛

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

不断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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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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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 报效国家 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

——胡锦涛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习近平  二○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保障有力

——江泽民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

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邓小平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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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政策规定

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征

集大学生参军入伍，既是建设巩固国防

和强大军队的迫切需要，也是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要

求，是一项利国利军利民的大事好事。

大学生走入军营，能够改善部队士兵队

伍的素质结构，为军队信息化建设注入

生机和活力；大学生士兵退役后，经过

军队这个“大学校”、“大熔炉”的培

养教育，能吃苦、有特长、守纪律，必

将在地方各行各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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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兵征集对象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下同）毕

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入伍，优

先批准应届毕业生入伍。征集的非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高中

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征集的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初中毕业以

上文化程度，尽量多征集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入伍。

女兵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

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当年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高校就学的学生应征且符

合条件的，可以批准入伍。

征集的青年应当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军队，遵纪守法，

品德优良，决心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而英勇奋斗。主要了解应

征青年本人的现实表现、个人基本情况、主要经历、奖惩情况以及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

关系成员的有关情况等。

从 2013 年起，我国的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秋季。全国的征兵时间是从 8 月 1

日开始、9 月 1 日批准入伍、9 月 5 日起运新兵、9 月 30 日征兵结束。为便于大学生参

军入伍，高校比较集中的地区一般会将征兵时间提前到 6 月份开始组织实施，在学生毕

业离校或放假前，完成初检、初审和预定兵工作。

身高：男性 162cm 以上，女性 160cm 以上。　　

体重：标准体重 =（身高 -110）kg。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25% 不低于标准体重

的 15%；女性不超过也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视力：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9，左

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8。其中：高中文化

程度青年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7，左眼

裸眼视力不低于 4.5；大学生右眼裸眼视

力不低于4.6，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

屈光不正，准分子激光手术后半年以上，

无并发症，视力达到相应标准的，合格。                

具体身体条件要符合国防部颁布的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定。

征集对象

时间安排

政治要求

基本身体条件



1918

大学生参军入伍宣传手册 第二篇 政策规定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An Information Pamphlet on Enlis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男青年为当年 12 月 31 日以前年满 18 至 20 周岁，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青年可放宽到

21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 22周岁，高职（专科）毕业生可放宽到 23周岁，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 24 周岁。

女青年为当年 12 月 31 日以前年满 18 至 19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 20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可放宽到 22 周岁。根据本人自愿，可征集年满 17 周岁

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入伍。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除享有军人的待遇外，还享受以下待遇：

(1) 义务兵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或者给予其他优待，优待标准不低于当

地平均生活水平。

(2) 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或者是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服役期间

保留入学资格或者学籍，退出现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

受奖学金、助学金和减免学费等优待。 

(3) 入伍前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含合同制人员）的，保留

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关系；退出现役后可以选择复职复工。并享受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工

种）、同工龄职工的各项待遇；服现役期间，其家属继续享受该单位职工家属的有关福

利待遇。

(4) 入伍前的承包地（山、林）等，应当保留；服现役期间，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和承包合同的约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免除其他负担。

(5) 参观游览公园、博物馆、展览馆、名胜古迹享受优待；优先购票乘坐境内运行

的火车、轮船、长途汽车以及民航班机；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信，免费邮递。

大学生参军入伍除享受义务兵正常优待外，还享受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审、

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的政策，大学生合格一个批准入伍一个，对在本辖区难以

解决的，由省（区、市）统一协调解决，合格的大学生未被批准入伍前，不得批准高中

以下文化程度青年入伍。对批准入伍的大学生在安排去向时，优先安排到军兵种或专业

技术要求高的部队服役。在部队服役期间，还可优先选改士官，高校毕业生士兵还可直

接选拔为军官。退役后，在就业安置、考研升学等方面享受更多优惠政策。

当年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或研究生招生考试、已被普通高等学校或研究

生招生单位录取的新生（以下简称入伍高校新生），在应征入伍的同时可保留入学资格，

退役后 2年内允许入学。

入伍高校新生在报名应征时可持录取通知书和身

份证、户口簿、学历证书，到应征地县级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领取并填写《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

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保留入学资格

申请表》），批准入伍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

室加盖公章，连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高校招

生部门，由高校出具《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交入伍

高校新生或受委托人保管。退役后可以在退役当年或者

第 2 年高校新生入学期间，持《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

和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录取高校办理入学手续。

文化及年龄要求 大学生优惠政策

保留入学资格

义务兵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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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士兵服役期满择业参照应届大学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入伍大学毕业生

退出现役后一年内，可视同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原就

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户口档案随迁（直辖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参加

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提供信息、重点推荐、

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高职（专科）学生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

新兵到达部队后，部队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疫复查，如发现身体、政治、年龄、

文化程度等不符合征集标准和条件，不适宜在部队继续服现役的，退回原征集地地市级

征兵办公室，由县级征兵办公室领回，注销入伍手续，在当地公安机关落户；入伍前是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原单位

应当准予复工、复职；是高等学校学生的，

原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准予复学。

退兵的期限，自新兵到达部队之日起至

部队批准之日止，属于政治条件不合格的，

不超过 90 天；属于身体条件不合格的，不

超过 45 天。其中患有传染病或者危重病的

新兵，部队应当及时给予治疗，同时通知原

征集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兵办公室，待

病情稳定后作退兵处理，退回时间不受限制。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对获

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资助对象：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

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在校期间已

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定向生、委培生、国防生，其他不属于服义务兵役到部队参军的

学生，不享受国家资助。

资助标准：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6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 8000 元，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万元。

资助程序：第一步，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报名应征，填写、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

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并提交学校学生资助管

理部门。第二步，学校相关部门对《申请表》中学生的资助资格、

标准、金额等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加盖公章，一份留存，一份

返还学生。第三步，学生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交至征集

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学生通过征兵体检被批准入伍后，县级征兵办对《申请表》

加盖公章并返还学生。第四步，学生将《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

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由学校向学生补偿学费、偿还助学贷款或资助学费。

学费资助

检疫复查
毕业派遣及户档迁转



第三篇

报名指南

各高校通常在每年的 5、6 月份开

始宣传发动，有应征入伍意向的大学生

可登陆“全国征兵网”了解征兵信息，

咨询相关政策，在网上自行登记，按规

定程序报名应征。



网上登记 每年 8月 5日前，有应征意向的男性大学生（含在校生、应届毕

业生）可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报名成功后，自行下载打印《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符合国家学费资助条件的，同

时还应下载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以下分别简

称《登记表》、《申请表》），分别交所在高校征兵和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初审初检 大学生在毕业离校或放假前，根据学校通知，携带本人身份证（户

口簿）、毕业证书（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按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学校所在

地县级兵役机关组织的初审初检，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学生，领取兵役机关和学校有关

部门审核盖章后的《登记表》、《申请表》。

体检政审 大学生可在学校所在地或者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选择

一个作为自己参军入伍的应征地。征兵开始后，应征地兵役机关会将具体上站体检时间、

地点通知大学生本人，大学生可根据通知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

（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以及审核盖章后的《登记表》、《申请表》直接参加应征地县

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体格检查，由当地公安、教育等部门同步展开政治联审工作。

1 74 6网上登记 批准入伍

走访调查 张榜公示
2

3 5
初审初检

体检政审 预定新兵

走访调查 政治联审和体检初步合格者，将由县级征兵办公室通知大学生所

在乡（镇、街道）基层人武部，安排走访调查。

预定新兵 县级征兵办公室对体检和政审双合格者进行全面衡量，确定预定

批准入伍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确定学历高的应届毕业生为预定新兵。

张榜公示 对预定新兵名单将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张榜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

批准入伍 体检、政审合格并经公示的，由县级征兵办公室正式批准入伍，

发放《入伍通知书》。学生凭《入伍通知书》办理户口注销、享受义务兵优待，等待交

接起运，统一输送至部队服役。申请学费资助的，还要将加盖有县级征兵办公室公章的

《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男生报名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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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报名程序流程图

政治审查 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后，由县级兵役机关会同当地公安、教

育等部门，对其进行政治联审和走访调查。

预定新兵 省级或地市级征兵办公室对学历、年龄、体检和政治考核全部合

格的应征女青年，按照综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确定为预定新兵。预定

新兵名单（包括姓名、户籍地、学历、高考原始总分数、综合素质考评分数）同时在省、

地市、县三级征兵办公室营院外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

批准入伍 经公示未被举报和反映有问题的，确定为批准入伍对象，由县级

征兵办公室办理批准入伍手续，发放《入伍通知书》。学生凭《入伍通知书》办理户口

注销、享受义务兵优待，等待交接起运，统一输送至部队服役。申请学费资助的，还要

将加盖有县级征兵办公室公章的《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就

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网上报名
1

初审初检
2

体检考评
3

政治审查
4

预定新兵
5

批准入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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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 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大学生（含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在

8月5日前，可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截止后，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进行排序，择优选择

初选预征对象并张榜公示。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的女青年，8 月 6 日起，登录“全国

征兵网”，下载打印《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审核表》。符合国家学费资助条件的，同时

还应下载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以下分别简称《审

核表》、《申请表》）并交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初审初检 女青年持《审核表》、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高校

在校生持学生证）等相关证件，按兵役机关通知要求参加地市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初审

初检，合格者确定为送检对象并张榜公示。

体检考评 征兵开始后，送检对象根据兵役机关通知，携带本人身份证（户

口簿）、毕业证书（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等相关证件，到指定的体检站参加体格检查

和综合素质考评。



第四篇

成长成才

国家和军队非常重视大学生士兵的

培养使用，在选取士官、报考军校、保

送入学和提干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为大学生在部队全面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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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十分重视大学生士兵的培养使用，优先从大学生士兵中选取士官，主要政策有：

(1) 对符合士官选取条件的士兵，同等条件下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可优先选

取士官；

(2) 对担任专业技术复杂岗位、胜任本职的大学生士兵，本人自愿继续服现役且符

合岗位编制要求的，原则上保留

至服现役满中级士官规定的服役

年限；

(3) 对确定为士官培养对象的

大学生士兵，优先安排参加与任

职岗位相应的专业技术培训，优

先安排担任基层分队长、班长、

副班长；

(4) 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大学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

的，参照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有关规定授予士官军衔和确定工资起点标准，在

地方高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

(5) 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士兵考入士官学校后，可参加高技能人才培养班，

修满规定课程和学分的，发给职业技术教育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毕业后原则上服

役至四级军士长，获得技师资格的，优先选取为高级士官。

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经省招生办公室专科统一录取且取得全日制

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士兵，可以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本科层次招生考试，录入有关军队院

校培训，学制 2年，毕业合格的列入年度生长干部学员分配计划。   

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拔的，年龄放宽 1 岁，同等条件下优

先列为推荐对象，按照有关规定保送入军队院校培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安排 6 个

月任职培训，具有专科学历的，安排 2年本科层次学历培训。

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士兵在部队可以提干，主要条件：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统一考试，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26 周岁，其中三本毕业的

还应当担任班长（副班长），或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或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入伍一

年半以上且在推荐的旅（团）级单位工作半年以上；身体和心理健康，符合军队院校招

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等等。

选取士官

报考军校

保送入学

士兵提干

选取士官连队民主测评会

利用多媒体平台延伸教育课堂



第五篇

直招士官

除征集义务兵外，军队每年还根

据部队士官编制和岗位实际需要，直接

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少量士官，作为志愿

兵役制士兵到部队服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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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部队专业需要，所在高校和所学专

业已开展职业技能鉴定的，应当取得国家颁发的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招收对象应当未婚，男性不超过 24 周岁（截止当年 7 月 31 日，下同）、女性不超

过 23 周岁，政治和身体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有关规定执行。

35

1

8

招收条件

招收对象

招收士官入伍时间一般从 8 月 1 日起算，按义务兵新兵标准发放津贴，从下达士官

命令的当月起（通常为当年的 12 月 1 日），执行相应的士官工资标准。在首次授衔确

定工资起点标准时，比照同年度部队选取的士官，全日制中专学历的高定一个工资档次，

全日制大专和本科学历的高定二个工资档次。

招收士官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其高中（中职）毕业后在国家规定学制内在校就

读的年数视同服现役时间。招收士官应当至少服役至首次授衔后高一个军衔的最高服役

年限。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符合总部有关规定的可以按计划选拔为基层军官。

任命及待遇

招收士官符合退休、转业或者复员条件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作退休、转业或者复员安置；

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本人要求复员经批准也可

以作复员安置。符合转业条件以转业方式退出现役

的、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以复员方式退出现役的，

由入伍时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或者上一级

人民政府接收、安置，也可以由其父母、配偶或者

配偶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接收、

安置；其他以复员方式退出现役以及因故不能以退

休、转业或者复员方式退出现役的，由入伍时或者

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接收。

退役安置

甲
方

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联系人

通信地址

联系
电话乙

方

招收对象
姓名

性别

公民身
份号码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婚姻
状况

户口
所在地

毕业
时间

学历

学制

毕业学校或所在单位

专业名称及代码

家庭住址 

联系
电话

丙
方

招收部队（代号）

隶属
大单位

通信地址

邮政
编码

丁
方

毕业学校或所在单位

联系人

通信地址

联系
电话

招收士官协议书

    军衔级别
工资
档次

毕普
通

业高
等

生学
校

        其他具有专业技能公民

工
作
满
1

年

工
作
满
2

年

工
作
满
3

年

工
作
满
4

年

工
作
满
5

年

工
作
满
6

年

工
作
满
7

年

工
作
满
8

年

工
作
满
9

年

工
作
满
10
年

下

士

第 1 年 2 档 中专

第 2 年

3 档 中专

4 档 大专

第 3 年

4 档 中专

5 档 本科 大专

中

士

第 1 年

2 档 中专

3 档 本科 大专

第 2 年

3 档
中专

4 档 本科 大专

第 3 年

4 档
中专

5 档 本科 大专

上

士

第 1 年

2 档
中专

3 档 本科 大专

第 2 年

3 档
中专

4 档
本科 大专

第 3 年

4 档
中专

5 档
本科 大专

第 4 年

5 档
中专

6 档
本科 大专

军四

士级

长

第 1 年 3 档
本科 大专

第 2 年 4 档
本科 大专

第 3 年 5 档
本科

说    明

大专为学制 3 年，本科为学制 4 年，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的学制分别参照

大专、本科毕业生执行，学制不一致的，其高中（中职）毕业后在国家规定学制内在校就

读的年数视同现役服役时间，比照同年度部队选取的士官下达命令。

招收士官首次授衔时军衔级别和工资档次对照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户口

所在地

入学前户

口所在地

公民身份

号码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历

学历证书编号

学位

学位证书

编号

职业资格证书

名称和等级

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

学历专业

审查意见

盖章

签名：

年月日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征兵办审

定意见

盖章

签名：

年月日

招收士官学历专业审定表



招收程序流程图

1 74 6申请报名 检疫复查

定兵公示 交接运输

3 5
2

体检政审

专业审定 批准入伍 8
训练使用

申请报名 符合招收条件的招收对象，在其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征兵

办公室（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其毕业学校所在地县（市、区）征兵办公室）报名，登录“全

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填写相关表格和信息。

体检政审 根据县（市、区）征兵办公室的通知，参加统一组织的体格检查，

同时由县（市、区）征兵办公室安排政治审查，填写《招收士官政治审查表》、《招收

士官体格检查表》。

专业审定 对体检、政考合格人员，县级以上征兵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或者

学校对其进行专业审定或专业考核，作出综合评定，填写《招收士官学历专业审定表》

或者《招收士官专业技能考核评定表》。

定兵公示 对体格检查、政治审查、专业审定或者专业考核合格者，县级以

上征兵办公室在全面衡量的基础上，择优定兵，定兵名单向社会公示。

批准入伍 通过公示的，由县级以上征兵办公室批准服现役，签订《招收士

官协议书》，办理入伍手续，发给《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通知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公安机关注销户口。

交接运输 起运前，部队会派出接兵人员到达接兵地区，负责将招收的士官

接回部队。

检疫复查 到达部队后，由部队对招收士官的政治、身体、学历、职业资格

等进行检疫和复查，不符合招收条件的，经部队大军区级单位批准，退回原征集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征兵办公室，由县（市、区）征兵办公室注销其入伍手续，公安机关予

以落户。

训练使用 招收士官入伍后，进行入伍训练和岗前专业培训。训练结束后，

由大军区级单位统一分配到旅（团）级部队为主的专业技术士官岗位。

3736



第六篇

军营生活

应征青年入伍后，经过三个月左

右的新兵训练后，授予列兵军衔，正式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的一名现役士兵，享受供给制生

活、军人保险、公费医疗等军人待遇，

按月发放义务兵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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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穿军服的女军官 身穿夏常服的士兵

男士兵春秋常服 女士兵春秋常服

士兵服装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军服和武警警服。

陆军军服包括：春秋常服为松枝绿色，夏常服为浅松枝绿色，冬常服为深松枝绿色，

作训服为通用迷彩、城市迷彩和数码荒漠迷彩。

海军军服包括：春秋常服分为藏青色和白色；夏常服上衣为白色，裤子为藏青色和

白色；冬常服为深藏青色；水兵服颜色与春秋常服相同；作训服为海洋迷彩。

空军军服包括：春秋常服为蓝灰色，夏常服为浅蓝灰色，冬常服为深蓝灰色，作训

服为通用迷彩。

武警警服包括：春秋常服为橄榄绿色，夏常服为浅橄榄绿色，冬常服为深橄榄绿色，

作训服为通用迷彩和数码荒漠迷彩。

着装

女冬常服 陆军常服大衣 空军士官冬常服 冬季作训服 陆军冬季迷彩作训大衣作战靴



■ 礼服系列

威武庄重，适合重大节日、庆典、集会等礼仪场合穿着。分军官礼服和“两

团一队”礼服两类。军官礼服，包括礼服大檐帽、礼服、礼服衬衣、礼服皮鞋和

配套标志服饰。“两团一队”礼服，即仪仗队、军乐团礼宾服和文工团演出服，

包括大檐帽、夏礼服、冬礼服、礼服大衣、礼服皮鞋（靴）和配套标志服饰。

■ 常服系列

美观大方，适合日常工作、学习和节假日穿着。分春秋常服、夏常服、冬常
服三类。春秋常服，包括大檐帽、春秋服、衬衣、袜子、皮鞋和配套标志服饰。

夏常服，包括贝雷帽、长（短）袖夏常服、夏裤（裙）和配套标志服饰。冬常服，

包括冬帽、冬常服、毛衣裤、内衣裤、常服大衣、常服手套和配套标志服饰。

■ 作训服系列

防护功能强，结实耐穿，适合部队作战训练和工作执勤穿着。包括作训帽、

夏作训服、冬作训服、作训大衣、作战靴和配套标志服饰。

■ 标志服饰系列

标识鲜明，与军服搭配使用。包括帽徽、领花、军衔标志、胸标、姓名牌、
级别资历章、国防服役章、臂章、绶带，以及领带、领带夹、外腰带、内腰带
等。

07式军服 四大系列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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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通常统一居住在部队营区内，一般以班为单位集体住宿，每班一间宿舍，宿舍

内配有高低床、书桌、椅子等营具。除士兵集体宿舍外，营区还设有军官宿舍、会议室、

阅览室、网络室、兵器室、储藏室、盥洗室、厕所、招待用房等配套营房。

部队野外驻训时，一般住野战帐篷。

部队通常以营或连为单位集中就餐，实行分餐制，每周制订一次食谱，根据不同军

兵种、不同地域划分为五个类区，伙食费标准每人每天从 10 元到 45 元不等。此外，还

有伙食补助、伙食补贴、节日伙食补助和夜餐补助费等。早餐主食以馒头、面条、油条

等面食为主，副食为咸菜和小菜；午餐和晚餐主食以米饭为主，副食为四菜一汤。

饮食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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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为士兵提供免费医疗保障，连队编有卫生员、营设有卫生院（所）、团设有卫

生队、师以上设有门诊部或军队医院。士兵患有伤病一般在本单位医疗机构进行诊治，

本单位医疗机构条件不足或无法医疗的，可凭本单位医疗机构转诊介绍信、本人身份证

明到体系医院诊治，享受免费医疗。

士兵因公外出、探亲期间患急性伤病时，凭军人身份证明可以在就近的军队医疗机

构诊治，享受免费医疗。附近无军队医疗机构的，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医疗机构就诊，医

疗者凭诊断证明和急诊收费单据由本单位审核报销。在地方医疗机构或者非体系医院住

院的，应在一周内与本单位联系，病情稳定后，转体系医院或者本单位指定的军队其他

医疗机构诊治。

一般连队都配有篮球场、俱乐部、健身房、棋牌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等各种文化

活动场所，配备多种设施设备，供官兵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连队文体活动十分活跃，每季度、每月、每周都有具体活动安排，通常有歌咏比赛、

文艺晚会、读书演讲、观看电影、竞技游戏、参观游览、篮球、乒乓球、台球、田径、

游泳、登山、棋类等。此外，周末假日有活动、重大节日有晚会，旅、团级单位每年还

组织 1次综合性（田径）运动会。

医疗 文体



国家建立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

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多种方

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妥善安

置退役士兵。

第七篇

退役安置



对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 12 年的士官退出现役时，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地方

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免费参加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经考试考核

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推荐就业，享受国家规定的就业服务、

教育优待、小额贷款、个体经营减免费用和税收等优惠政策，从事个体经营的，3 年内

限额减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为每户每年

8000 元，最高上浮 20%。

退役大学生士兵入学或复学后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普通高校应届毕

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

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具有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后

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或经过一定考核入读普通本科；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在完成高

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后报考政法干警招

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生时，教育考试笔试成绩总分加 10 分。

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1) 士官服役满 12 年的 ;

(2) 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

(3) 因战致残被评定为 5级至 8级残疾等级的 ;

(4) 是烈士子女的。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在报考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应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用）。

国家规定，边疆、民族地区乡镇机关招录公务员时，应拿出一定数量的职位，招录

符合职位要求、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

在军队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服现役年限计算为工龄。财政支付工资的各类工

勤辅助岗位遇有空缺时，应当首先用于接收由政府安排的符合岗位条件的退役士兵。

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应拿出5%的工作岗位，

在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之间公开竞争，用人单位择优招录。

用人单位应及时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尽快安排上岗，依法合理确

定工资福利，接续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关系，保证享受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的

同等待遇，军龄 10 年以上的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和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提供信息、

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享受国家扶持就业方面其它优惠政策。

中级以上士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作退休安置：

(1) 年满 55 周岁的 ;

(2) 服现役满 30 年的 ;

(3) 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 1级至 6级残疾等级的；

(4) 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

被评定为 1 级至 4 级残疾等级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出现役的，由国家供养终身。

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4级残疾等级的中级以上士官，本人自愿放弃退休安置的，

可以选择由国家供养。

自主择业

安排工作

退休与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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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军事常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具

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肩负着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光荣使命和神圣

职责。



陆军 18 个集团军分别隶

属于 7 个军区。沈阳军区下

辖第 16、39、40 集团军，北

京军区下辖第 27、38、65 集

团军，兰州军区下辖第 21、

47 集团军，济南军区下辖第

20、26、54 集团军，南京军

区下辖第 1、12、31 集团军，

广州军区下辖第 41、42 集团

军，成都军区下辖第 13、14

集团军。

海军下辖北海、东海和

南海 3个舰队，舰队下辖舰队

航空兵、基地、支队、水警区、

航空兵师和陆战旅等部队。

空军下辖沈阳、北京、

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

都 7个军区空军和 1个空降兵

军。军区空军下辖基地、航空

兵师（旅)、地空导弹师（旅）、

雷达旅等。

第二炮兵下辖导弹基地、

训练基地、专业保障部队、院

校和科研机构等。

武警部队由内卫部队和

警种部队组成，内卫部队包括

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队和

机动师，警种部队包括黄金、

森林、水电、交通部队，公安

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列入武

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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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

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包括机动作战部队、边海防部队、警卫警备部队等。陆军机

动作战部队包括 18 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合成作战师（旅）。

海军是海上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祖国海上方向安全、领海主权和维护海洋权

益的任务，主要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等兵种组成。2012

年 9 月，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交接入列。

航母“辽宁舰” 长剑巡航导弹

歼―11 战斗机

军兵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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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军入伍宣传手册 第八篇 军事常识

空军是空中作战行动的主体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领空安全、保持全国空防稳定的任务，

主要由航空兵、地面防空兵、雷达兵、空降兵、电子对抗等兵种组成。

第二炮兵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

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由核导弹部队、常规导弹部队、作战保障部队等组成。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新型履带式步兵战车

An Information Pamphlet on Enlis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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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和标志，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分为：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

尉、中尉、少尉。

士兵军衔包括士官军衔和义务兵军衔。其中，士官军衔由高到低分为一级军士

长、二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四级军士长、上士、中士、下士；义务兵军衔分为

上等兵、列兵。

海军、空军的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

军衔服饰

　　■ 帽徽

样式为桃型，主体图案为“八一”军徽和松
枝叶、天安门、齿轮、麦穗。用料，大、小帽徽
为锌合金，贝雷帽帽徽为高分子材料，作训帽帽
徽为涤纶电脑织绣片。

　　■ 臂章

样式为盾牌式。图案区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
勤部、总装备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
技大学和军区、军兵种、驻香港、澳门部队，以及文工团、军乐团、
仪仗队等。用料，为涤纶电脑织绣片。

中央军委

国防部 中央军委办公厅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军区 海军 空军 第二炮兵

国防大学 驻香港部队 驻澳门部队 仪仗队

07 式军服的标志服饰突出了识别功能，强化了军服美感，体现了军人荣誉。

标志服饰的主体图案，较多采用“八一”军旗、军徽、长城、盾牌、钢枪、飞翅、

铁锚等设计元素，象征人民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钢铁长城，体现我军官

兵保卫祖国、献身国防的坚强意志和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07式军服标志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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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师职
（正旅职）

　　■ 领花

主体图案，军官领花、士兵领花为松枝
叶和五星，专业技术领花为松枝叶和原子符
号，夏常服领花为橄榄枝和五星，专业技术
夏常服领花为橄榄枝和原子符号。用料为锌
合金，颜色为金黄色。

军官松枝叶领花

士兵松枝叶领花

专业技术松枝叶领花 专业技术橄榄枝领花

橄榄枝领花

　　■ 胸标

分金属胸标和软胸标两类。图案分军委
总部和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 5 种。
用料，金属胸标为锌合金，软胸标为涤纶电

脑织绣片。

海军 空军

军委总部 陆军

第二炮兵

　　■ 绶带

样式为单环式。用料，带体
为编织锦丝带，带坠为锌合金。
颜色为金黄色。

　　■ 级别资历章

样式为可自由拆卸的滑块式结构。用
料，支架为不锈钢，略章面料为人造丝带 ,
衬板为不锈钢。级别星徽为金黄、银白色
锌合金。

团 职

排 职

军  职

师 职

　　■ 硬肩章
样式为宝剑头式。用料，礼服肩章为

呢质底板，星徽符号锌合金，将官为 22mm
五星加松枝叶，校、尉官为 20mm 五星，
文职干部为宝象花（三级以上加松枝叶，四
级以下加飘带）；常服肩章底板用料与常服
面料相同，军官星徽符号与礼服肩章相同，
士官军衔符号为合成树脂材料。肩章底板颜
色，陆军为松枝绿，海军为藏青色，空军为
蓝灰色；星徽符号为金黄色。

　　■ 软肩章（套式肩章）
样式，软肩章为宝剑头式，套式肩章为

套筒式。用料，底板为涤纶电脑织绣片，星
徽符号为电脑刺绣。肩章底板和星徽符号颜
色与硬肩章相同。

　　■ 国防服役章

样式为圆形。主体图案由军旗、
和平鸽、橄榄枝、步枪和“国防服役”
汉字组成。用料为锌铝合金。

装饰略章排职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年

正团职

副团职

正营职

副营职

正连职

副连职

正大军区职

副大军区职

正军职

副军职

正师职

军委副主席

军委委员

营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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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士兵服现役的时间，自兵役机关批准服现役之日起，至部队下

达退役命令之日止计算，期限为２年。2年后根据部队需要和个人自愿可选取为初级士官。

士官实行分级服现役制度，服现役年限分别为：初级士官最高６年，中级士官最高

８年，高级士官可以服现役 14 年以上。

士官分级服现役的批准权限为：初级士官由团（旅）级单位批准；中级士官由师（旅）

级单位批准；高级士官由军级单位批准。

军人不论职务高低，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相互间是同志关系。军官、

士兵依行政职务和军衔，构成首长与部属、上级与下级或者同志关系。

部队工作日通常保持 8小时工作 (操课 )和 8小时睡眠，并规定

起床、早操、洗漱、开饭、课外活动和点名时间。星期六可以用于集

体组织科学文化学习、文体活动、农副业生产等，也可以安排休息。

星期日和节假日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安排休息。

军人外出，必须按级请假，按时归队销假。

服役制度

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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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兵在服现役期间一般不安排探亲假和休假，选取士官后，可享受探亲假和休假

的待遇，具体规定如下：

（1）未婚士官与父母不在一地生活的，下士任期内享受两次探望父母假，每次假期

20 日；中士以上士官每年享受一次探望父母假，假期 30 日。已婚士官与父母不在一地

生活的，每两年享受一次探望父母假，假期 20 日。

（2）已婚士官与配偶不在一地生活的，每年享受一次探望配偶假，假期 40 日。

（3）已婚士官与配偶、父母不在一地生活，但其配偶与其父母或者父母一方居住在

一地的，只享受探望配偶的假期；与配偶、父母均不在一地生活，一年内同时符合探望

配偶和探望父母条件的，只享受一次探亲假，假期 45 日。

（4）不享受探望父母假和探望配偶假的高级士官，每年享受一次休假，服现役不满

20 年的假期 20 日，满 20 年的假期 30 日。

士官探亲假期不含途中时间，往返路费按照规定的标准报销。对在高原、边海防和

特殊岗位工作的士官，可以适当增加假期。士官未随军配偶来队探亲，由团级以上单位

按照规定提供临时来队住房。

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士官停止探亲和休假。国家发布动员令或者部队紧急战备需

要召回时，正在探亲、休假的士官应当立即结束探亲、休假，返回本部。

探亲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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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是对受训对象进行的军事理论及相关专业知识教育、作战技能和军事行动

演练的活动。

士兵训练通常分为：

共同科目训练。内容主要有共同条令、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知识、核化生武器防

护知识、军人卫生、军事体育，专业理论知识，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维修方法和要领，

基本战术动作等。

专业训练。陆军士兵训练设步兵、侦察兵、地面炮兵、防空兵、装甲兵、工程兵、

通信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陆军航空兵、后勤和装备等专业。海军士兵训练设航海、

通信、枪炮、水中武器、导弹、机电等专业。空军士兵训练设地勤、高炮和防空等专业。

军事训练



第九篇

典型人物

部队是一所大熔炉、大学校，是

大学生锻炼成长的大舞台。2001 年以

来，成千上万大学生携笔从戎，在部队

建功立业，有的成长为部队的带兵骨干，

成为共和国军官，还有的退役后，不改

军人本色，展示军人风采，成为各行各

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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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陈明，南京军区某集团军防

空旅地空导弹团二营营长。1997

年 7 月毕业于南昌航空大学计算

机及应用专业，分配到江铃汽车

集团公司任计算机管理员，同年

12 月入伍，2000 年 3 月提干，历

任导弹操作手、教员、发射站站

长、营指挥室主任和导弹营营长。

入伍 13 年，他多次参加重大军事演练，发射导弹命中率 100%，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

三等功 3次，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

吴志辉：全军学习成才标兵

吴志辉，济南军区某部排长，山东龙口人，1988 年 2 月出生，2007 年 12 月从滨州

学院入伍，2009 年 9 月入党。曾赴土耳其陆军特种作

战学校留学，荣立一等功 1 次。2008 年 12 月，吴志

辉作为我军第一位义务兵军事留学生赴土耳其陆军特

种作战学校留学，打破该校 3 项训练纪录。2009 年 6

月，凭借过硬素质入选参加第十四届“安德鲁·波依德”

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是各国参赛队中年龄最小、兵

龄最短的队员。赛场上，他和队友一起夺得 13 项比

赛项目中的 8 块金牌、3 块银牌，取得外国参赛队总

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并荣立一等功。提干任排长后，

结合自身所学对传统训练模式进行革新，有效提高了

各项训练成绩。2013 年 9 月被总政治部通报表彰为第

陈  明

典型人物

吴志辉

十四届全军学习成才标兵。

赵建平：全军优秀士官人才

赵建平，山东莒县人。2003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工业学院法律专业，2003 年底，

他辞去地方某杂志社当编辑的工

作，应征入伍到北京军区某防空

旅。入伍后，他建立的个人博客

和学习网页，吸引成百上千的官

兵在线互动；他在连队牵头成立

的理论学习小组，带动全旅涌现

出200余名大学生士兵理论骨干；

他善用战士的语言宣讲理论，编

写的《学习党章七字歌》、《学

习科学发展观千字文》、《学

习十七大报告五言诗》等文章上传到全军政工网；从他心得体会中精选出的 10 余万字

的理论学习成果集《学与悟·知与行》，成为颇受官兵喜欢的理论学习辅导资料。他从

“文秀才”变成“武状元”，用科学理念组织训练，总结出高炮专业“情景训练”、“模

拟训练”、“心理暗示”等方法，所带班取得旅高炮专业比武第一名；他运用创新理论

带兵育人，总结出真情感化、真理引导、真事感悟等“带兵八法”，帮助 5 名战友思想

进步，在连队思想工作中发挥明显作用。他先后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一等奖、二等奖，

荣立二等功一次，是北京军区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还被总政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高明，男，汉族，1985 年 11 月出生于甘肃庆阳。2003 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同时攻读该校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事务双学位。2005 年 12 月

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96213 部队，历任战士、文书、班长。服役期间，仅用一

年时间，他就掌握了导弹测控专业的 5 大核心电路图，学会了五六年老兵才能掌握的专

业理论知识，先后 18 次参加各级组织的军事考核和比武，次次名列前茅。2006 年底被

评为“优秀士兵”，获旅嘉奖；2007年 7月，被评为第二炮兵某基地“优秀共产党员”；

赵建平（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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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贫困学子圆梦。经他精心指点和系统培训，

3 年来全市 37 名音乐高考生相继考入理想的大学深

造，21 名贫困生长期免费接受培训。后来创办了安

徽安庆市梦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他在安庆市创业大赛中以排名第二的优势荣膺

“优秀创业带头人”称号。

当选 2007 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2007 年中国教育

年度人物；2007 年赴西北参加任务，年底荣立个人三

等功。2007 年 12 月退役后复学。2009 年 6 月本科毕

业，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士学

位。2009 年 6 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

读金融学硕士研究生。2011 年 7 月考入金融系攻读博

士学位。

袁成芳，2007年 9月考入河北大学，2008年入伍，

被分到海军通信总站某大队五中队 , 成为一名话务员。下连不到 3 个月 , 她便做到了键

盘操作“一敲准”、听音知人“一听准”、职责业

务“一口清”，参加全国普通话专业考试，获得一

级乙等标准。服役期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先后荣获嘉奖两次，“优秀士兵”一次。2010

年 10 月，代表海军某通信站参加海军第七届通信专

业竞赛，取得话务专业个人全能金牌，耳功单项金牌，

脑功单项银牌，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2010年 11月，

她退役复学，就读于河北大学 2009 级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2012 年被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

韩龙，2005 年冬从安庆师范学院入伍，在陆军第一集团军服役。2006 年冬，他为

老兵退伍写出音乐处女作《战友今夜就起程》。以后，接连创作 8首军旅歌曲。

经过两年军旅生活后，韩龙退伍返校继续完成学业。他利用课余时间创办“往前走

音乐工作室”，先后为母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创业者协会创作会歌，并为第三届全国大

学生心理健康节制作主题歌曲《相聚在爱里》。2008 年汶川大地震，韩龙精心创作赈灾

歌曲《爱是我们的传奇》，义卖善款全部捐献灾区。这首歌当年被选为抗震救灾歌曲精品。

大学毕业后，韩龙正式筹办梦乐艺术培训中心，立志帮助每一个有音乐梦想和深爱

袁成芳

韩  龙高  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

炎黄子孙的不懈追求。欢迎广大有志青年把参军入伍作为人生理想追求，把

成才梦融入强国梦强军梦，在人民军队这个大舞台上书写人生壮丽篇章！

    选择了参军入伍就选择了人生的磨砺，选择了人生的磨砺也就选择了人

生的收获，这种选择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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