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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保障法》启动制定
参军家庭将全部悬挂光荣牌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 7 月 31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退
役军人事务部正全面梳理评估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退役军人的所有
政策法规，着手起草《退役军人保障法》和《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的意见》；明年五一之前，将为几千万个退役军人家庭和优抚对象
家庭悬挂光荣牌。

组建至今
已接待近两万人次

退役军人事务部是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新组建的部门，
于 4月 16日正式挂牌成立。孙
绍骋表示，3个多月来，退役军人
事务部边组建机构、边推进业
务，边落实当前任务、边谋划长
远发展，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
孙绍骋介绍，退役军人事务
部已会同军地 12个部门出台了
提高退役军人安置质量、扶持就
业创业、悬挂光荣牌、提高抚恤

补助标准等 4个政策；经与部队
协商，下达了年度安置计划，将
120多家中央企业全部纳入年度
退役士兵安置计划下达范围，会
同财政部提高重点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标准，平均提标幅度
10%；挂牌第二天就开始接访，
成立工作专班，已接待了近两万
人次，系统梳理各类对象诉求，
逐类研究提出措施办法，督促地
方落实政策。

优惠政策
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退役军人事务部虽然是新
组建的，但我们是带着任务来
的，当年的任务必须当年完成，
比如今年要确保完成 8万多名
军转干部、近 4万名退役士兵岗
位的安排工作，还有 2千多名复
员干部、7千多名军休干部，以及
一部分伤病残人员，我们都要接
收安置好。”孙绍骋说。
孙绍骋说，每年还有 40多
万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和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他们也需要就业，
政府虽然不帮助安排具体的工
作岗位，但是要通过一些优惠政
策扶持他们就业创业。
“现在有一些退役军人、优抚
对象在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特殊
的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在享受公民普惠待遇后再给予一
些特殊优待，解决部分退役军人
尤其是下岗失业退役军人的养
老、医疗等后顾之忧。”孙绍骋说。

步，家人参过军的家庭都是悬挂
的对象；在样式上进行规范，将
统一挂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子，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设计和监制；
强调仪式感，悬挂的时候举行俭
朴隆重热烈的仪式；同时建立了
退出机制。

出台意见
由政府安置的强化指标落实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
理兼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方永
祥在回答记者关于退役士兵安置
问题时说，退役军人事务部最近
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由
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
工作的意见》，明天开始实施。
据方永祥介绍，意见强化刚
性指标落实，明确由政府安置的

退役士兵，安置到机关、事业单
位和国企比例不低于 80%，明确
国企拿出年度招收人员总数 5%
用于安置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
件的退役士兵；提高统筹安置的
层级，县安排任务重的由市统筹
资源进行安置，此次意见规定，
市级还有困难的，由省级来统筹
资源、落实安置。

信访工作
加快开通网上信访系统

在回答记者关于退役军人
信访工作的问题时，方永祥表
示，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第
二天就展开了接访。“我们十分
珍惜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退役军
人天然的情感关系，所以我们要
求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来
做好信访的具体工作。”
方永祥表示，下一步将从 4
个方面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一

一张褶皱的地图、一本发
黄的地名集、一部随时在线的
电 话 ，23 年 来 ， 他 用 这 三 样
“法宝” 帮助 4260 名长期滞
留杭 州 的 救 助 对 象 找 到 了 回
家的路。 他叫李耀进，浙江省
杭州 市 救 助 管 理 站 的 一 名 普
通 员 工 ，58 岁 的 他 一 直 默 默
奔 走 在救 助 一 线 。 有 网 友 感
叹：“寻亲路漫漫，而老李却能
把所有分离的泪水，最终化为
相聚的欢笑。 ”

李耀进看望躺在病床上的老人。

做失散人群归途的“灯塔”

统一悬挂
参过军都是“光荣之家”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钱
锋在发布会上透露，退役军人
事务部将首次对拥军优属的光
荣牌进行制度化设计，扩大悬
挂范围。
钱锋说，原来主要是为义务
兵家庭和烈属悬挂光荣牌，下一

李耀进 23 年助 4260 人
找到归家路

走失、离散，动辄数年乃至
数十年，寻亲像是大海捞针，成
功一次已实属不易，而李耀进
一干就是 23年。
2016年 5月，广西人蒙琼
接到了一通来自杭州的陌生电
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她的
女儿亮亮找到了。挂完电话的
那一刻，蒙琼放声痛哭，那时，
距离她女儿失踪已经过去了
1024天，给蒙琼打去电话的人
正是李耀进。
“2013年 9月，我在例行
巡查时，发现了一名走失女孩，
后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
断，该女孩患有精神分裂症。”
李耀进回忆道，“ 每次跟她对

话，她的神智都是糊涂的，但从 失望：蒙某的户籍信息只是一
口音可以听出是广西人。”
个空挂户，而且该地址目前也
之后，李耀进便把寻人的 已经拆迁，无法查到具体住所。
范围锁定在广西，这一寻就是
李耀进并不气馁。他拿出
将近三年，三年来，李耀进没有 褶皱的地图和发黄的地名集，
一天放弃跟女孩的交流，他一 一边翻查，一边打电话联系广
下班就往福利院跑，女孩从最 西某市的民政部门，李耀进想
初的不愿开口，到慢慢地能说 通过查阅老的户口本寻求线
只言片语。李耀进每天都会把 索。通过当地民政部门，李耀进
这些零散的信息记录下来。
找到一位蒙某的邻居，才知道
转机出现在 2016年，“傍 蒙某在户口簿上登记的名字为
晚我照例去探望女孩，在交流 “唐某”，自 2013年女儿走失
中她回忆起了自己父亲的名 后，家人一直苦苦寻找她的下
字——
—蒙某。那一瞬间，我感觉 落，却始终没有结果。
于是，就有了那通打去广西
希望来了！”回去后，李耀进立
即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反 的电话。像这样的案例，在李耀
馈的信息却让站里的同事有些 进的“寻亲生涯”中不胜枚举。

让寻亲线索在脑中“扎下根来”

1995年，李耀进来到杭州
市收容遣送站工作。2003年，
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救助管理
站，当时站里滞留了 180多名
身份不明人员。“为了查清他们
的身份，我把曾在警校学习和
在公安工作的经验都用上了，
最后用了两个多月，我们就帮
他们都找到了家。”李耀进说。
“救助不是简简单单的收
容，更要帮助他们寻找依靠。”
李耀进每天的服务对象是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他们或
是患有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
或是陷入昏迷的危重病人，基
本无法正常沟通。
在李耀进看来，他们需要

的恰恰就是亲人陪伴。为了
帮助他们寻找回家的路，李
耀进坚持每天坐着公交在定
点医院、福利机构和救助管
理站来回跑，二十多年来风
雨无阻。
因为服务对象相对特殊，
在和受助对象打交道的过程
中，李耀进经常会有一些“惊人
之举”。“面对即将陷入昏迷的
危重病人，他会将耳朵紧贴近
病人嘴巴，倾听病人喃喃细语；
为了让精神障碍患者放下戒
备，他常会搂着对方的肩膀以
兄弟相称；为了寻找线索，他会
花一下午的时间在垃圾堆里翻
捡。”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

科沟通中心主任王思平每次都
看在眼里。
“线索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要想有新发现就得扑下身子
去，多跑、多听、多看、多聊、多
磨。”李耀进说，
“救助对象进站
的‘窗口期’尤为重要，稍不注
意就可能错过重要信息，断了
线索。”
每个服务对象的特征和收
集的信息点都会在李耀进的脑
子里“扎下根来”，它们会产生
联系、发生碰撞。“很多次，当我
在家看电视或是躺在床上，会
突然有新的发现，我就立即起
身记下来，一上班就去核实。”
李耀进说。

把个人善举化为社会行动

是加快开通网上信访系统，让退
役军人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
二是加强督办检查，对信访事项
包括有关政策落实加强督办；三
是综合梳理意见建议，将好的、
有建设性的纳入到政策和立法
当中去；四是完善规则、流程和
具体办法，提高依法办理、依法
信访的工作实效。
据新华社

在李耀进等一批工作人员
的不懈努力下，甄别寻亲已经
成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块
“金字招牌”。如今，行将退休的
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过这块
“招牌”。
在救助站，李耀进牵头成
立了“疑难个案侦查处置”专项
组，带着站里甄别查询的精英
骨干们不分昼夜“5＋2”“白＋

黑”地突击“会诊”，及时无误地
将求助人员护送返乡，减轻了
各定点医院和站里的压力。
“师父总说，寻亲就像破
案，绕不开‘认真’两字，很多时
候线索就在那里，就看你找不
找得到。”作为李耀进的徒弟，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业务科副科
长黄丽军长年和师父奔波在杭
城各大医院，
“抠字眼、听口音、

辨外形，他总是一遍遍地锤炼
着我的‘基本功’。”
对于李耀进来说，他最大
的愿望是把个人善举化为一种
社会行动。除了奔波在寻亲一
线，李耀进还常常造访各地的
救助管理机构和医院，将自己
多年寻亲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社会上的救助人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