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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工作

党委人民武装部



01 党委人民武装部的
主要工作



1

2

3

4

5

6

全校师生员工的
国防教育

学生军训工作（军事
技能和军事理论教学）

民兵分队的整组、训
练工作及武器装备的
保管工作

大学生兵役登记、征兵工作、
退役士兵的预备役登记

人民防空工作和
人防设施的管理

双拥工作（拥军优
属、军民共建）

党委人民武装部的主要工作



02 高校国防教育工作
的作用与意义



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作用与意义

国防教育是按照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防御外来的
颠覆和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要求，对公民的品德、智力
和体质等施加相应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

《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
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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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定义：



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作用与意义

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

 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有利于培养国防后备人才，促进国防现代化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大学生的国防意识，积极开展军事训
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国防教育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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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作用与意义

大学生作为我国人口结构中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的群体，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既是祖国的建设者，同时也是
祖国的保卫者。因此，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对于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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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



长期以来，学校的武装工作得到了各级领
导和班主任、辅导员的大力支持，圆满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此，特向大家表示
衷心的感谢

谢谢



03 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制度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二章第十三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
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制度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二章第十三条

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
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在当年六月三十日以
前，按照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兵役机关的安排，
进行兵役登记。经兵役登记并初步审查合格的，称应

征公民



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适用范围和意义

适用范围：兵役登记是法律赋予每个适龄
（18—22周岁）男性公民的义务,无论是否
选择当兵，都要进行兵役登记

意义：兵役登记是国家兵役工作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掌握全国战时可动员人口的一
个主要手段，是为国家提供相对准确数据的
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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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登记

征兵工作程序

完成兵役登记工作

符合条件、

个人自愿的原则

确定应服役人员中
确定预征对象

组织预征对象进行
体检和政审

其他征兵程序

兵役登记并不是要求每个适龄青年去当兵，因其他原因暂时没
有应征入伍意愿的适龄青年正常学习、工作、生活不受影响



04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
意义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意义

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是实现大学生个人成长进步的需要

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

《兵役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

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
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作为大学生也有履行兵役义
务的责任，从长远来看，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是我国经
济发展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意义

是贯彻兵役法规的具体体现

是实现大学生个人成长进步的需要

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

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是我军的根本宗旨。随着科技
强军和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大批新型武器装备到部队，
不仅需要高素质的军官，同时需要文化素质较高的士兵去操纵
和维护。征集一定数量的大学生入伍，对优化部队兵员结构、
适应军队知识密集、技术先进的需要，加快实现科技强军，走
精兵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战争，不是士兵之间的
战争、而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的博弈”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意义

是贯彻兵役法规的具体体现

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

军营是个大学校、部队是个大熔炉。接受部队的教育和锻炼，
可以培养顽强的作风和坚忍不拔的毅力，部队严明的纪律、
团队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可以全方位的提高大学生养
成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对大学生今后走向社
会，客观的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必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
用。正如有退伍同学感慨：“当兵两年受用一生”



05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
优惠政策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01 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根据实际需求，每年安排一定数量专项计划，专门面向
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专项计划规模控制在5000人以内，在全
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不得挪用

02 将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服兵役情况纳入推
免生遴选指标体系。鼓励开展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高校在制定本校推免生遴选办法时，结合
本校具体情况，将在校期间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选指标体
系。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研究生报名条
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03 将考研加分范围扩大至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
生）。退役人员在继续实行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后按规
定享受加分政策的基础上，允许普通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04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实行招生计划单列。高职
（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业后参
加普通本科专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录取比例在现行30%
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具体比例由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和报名情
况确定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05 高校新生录取通知书中附寄应征入伍优惠政策。
高校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附寄应征入伍宣传单，宣
传单主要内容包括优惠政策概要、报名流程指南、学籍注册要
求等

06 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大学生士兵
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
专业学习

07 复学（入学）政策。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
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
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学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08 国家资助学费。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
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
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
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
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国家实行学费减免；学费
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本专科学生每人每
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

09 考试升学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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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符
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10 高职（专科）升学。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
生）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具有高职（专科）学历的
毕业生，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高
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
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11 政法干警招录。各地拿出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
点招录培养计划的20%左右，用于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不再实
行加分政策。鼓励高学历退役士兵报考试点班，并适当增加招
录大学生退役士兵的比例



高校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12 免修军事技能。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参军入伍退
役后复学或入学，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13 退役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
当年的应届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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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档随迁（直辖市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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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就业信息、重点
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06 报名登记对象、
年龄、范围



报名登记对象、年龄、范围

男生
(大学生)

男生
(大学生)

年满18至24周岁
男性身高1.6米以上、
裸视左眼4.5、右眼4.6，
标准体重（ kg ）=身高-110，
偏轻不超过15%、偏重不超过30%

女生
(大学生)

女生
(大学生)

年满17至22周岁
女性身高1.58米以上、
裸视左眼4.5、右眼4.6，
标准体重（ kg ） =身高-110，
偏轻不超过15%、偏重不超过20%

8月1日开始征兵，9月1日批准新兵入伍，
9月5日起运新兵，9月30日征兵结束征兵时间征兵时间



07 征兵时间及
相关政策



征兵时间及相关政策

网上报名时间男生为1月10日起至8月5日，女生为6月25日
至8月5日。参加预征的学生可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为
http://gfbzb.gov.cn）详细了解相关政策，确定是否参加
报名。应征报名的学生，按要求填写、打印《预征对象登记
表》及存根、《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共三张表均需打印两份

网上报名

STEP
1



征兵时间及相关政策

符合报名条件参加预征报名的同学，7月31日前，将《预征
对象登记表》及存根、《申请表》送交学校人武部，参加身
体初检，政治初审，合格的学生确定为预征对象，并把审核
签字盖章后的《预征对象登记表》和《申请表》发还给学生
本人，完成网上信息确认

7月31日

STEP

2



征兵时间及相关政策

8月1日全国征兵工作开始后，预征对象携带《预征对象登记
表》和《申请表》，可在学校所在地报名应征，也可到入学
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

8月1日

STEP

3



征兵时间及相关政策

离校前未报名的应届毕业生，可直接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
级兵役机关报名应征，领取校验码登录预征报名网，在线填
写、打印《预征对象登记表》和《申请表》，通过学校及兵
役机关审核盖章后，按要求办理应征手续



谢谢



08 士官直招



士官直招

士官定义：
士官，即"职业士兵"，高于士兵(普通士兵)。在我国，士官
一般从服役期满的士兵中选拔，也可从军外直接招募具有专
业技能的公民成为士官。士官不属于干部序列，不佩戴资历
章

士官分类：
士官按工作性质分指挥类和技术类。指挥类顶多签到上士。
技术类只有专业技能过硬的才有机会签军士长。一般来说能
够成为军士长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士官是部队基层不可缺
少技术尖子，全军一级军士长更是比将军都要少



士官直招

士官服役期：
第一期、第二期各3年，第三期、第四期各四年，五期5年，
第六期9年以上。一级军士长则一直服役到退休

士官待遇：
士官实行工资制和定期增资制，并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
定享受津贴和补贴。一级、二级士官接近排职军官的工资水
平，补助补贴基本按排职军官的标准确定。三级以上士官的
工资、年增资标准及各种补助补贴，分别比照同期入伍、正
常晋升的连、营、团职军官的标准确定（各级士官待遇对照
表，依正式通知为准）



士官直招

资深士官福利：
服役满16年五级以上士官，经
师(旅)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
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独立
生活能力的子女可以随军，是
农业户口的转为城镇户口。家
属随军的士官，其住房、家属
安置、子女入托和上学等待遇，
五级士官与家属随军的营职军
官相同，六级士官与家属随军
的团职军官相同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