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征入伍的基本要求

       1. 文化及年龄要求：
      201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高中、
中专、职高毕业生年满17周岁，根据自愿也可应征。初
中毕业生年龄在20周岁以内，高中毕业生在22周岁以内，
大学毕业生在24周岁以内。所有符合年龄的男性公民，
在6月30日前都必须进行兵役登记，如今年不想参军，可
申请缓征。              
    2.身高、体重标准
    (一)身高：男性160cm以上，女性158cm以上。特勤
人员：坦克乘员162—178cm，潜水员168—185cm，潜艇
及水面舰艇人员162—182cm，空降兵168cm以上，空军航
空兵第34师专机服务队女服务员165—172cm，特种部队
条件兵(含海军陆战队队员)、驻香港澳门部队条件兵
170cm以上，北京卫戍区仪仗队队员180cm以上。中央警
卫团、公安警卫部队条件兵170cm以上，个别体格条件优
秀的应征青年，身高可放宽到165cm。
    (二)体重：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30%，不低于标
准体重的15%。
    女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0%，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标准体重=(身高-110)kg
    3.视力标准
    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6，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
经准分子手术后半年以上，双眼视力均达到4.8以上，无
并发症，眼底检查正常，合格。
    坦克乘员、潜艇及水面舰艇人员：每眼裸眼视力不
低于4.8;潜水员、空降兵、专机服务队女服务员、中央
警卫团条件兵、公安警卫部队条件兵、特种部队条件兵
(含海军陆战队队员)、北京卫戍区仪仗队队员：每眼裸
眼视力不低于5.0。

大学生参军入伍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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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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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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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人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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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一、服役期间享受的优惠政策
　　1. 享受优先政策。大学生入伍享受优先报名应征、
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政策以及
体检绿色通道，大学文化程度青年未批准入伍前不得批
准高中以下文化程度青年入伍。
　　2. 享受优待政策。优待金由批准入伍地发放，其家
庭享受军属待遇，由户籍所在地负责落实相关优待。
　　3. 大学毕业生可选拔为军官。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毕业生应征入伍的士兵可被选拔为军官，所称选拔军官
包括：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报考军队院校和保送入学。
　　(1)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符合本科以上学历，截至
当年6月30日，入伍1年半以上(服役期间取得学历和学位
的应当入伍2年以上)，且在推荐的旅(团)级单位工作半
年以上等基本条件的，可以列为提干对象;根据规定符合
一定条件的，优先列为提干对象。
　　(2)报考军队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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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征入伍的基本程序

    男生报名程序流程图
  

    
    女生报名程序流程图
    

   
 
   1.网上报名阶段
    有应征意向的高校毕业生可在夏秋季征兵开始之
前登录学信网进行实名注册，然后进行网上报名。填
写、打印《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高校毕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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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在高
校征兵工作管理部门。
    2.初检初审阶段
    毕业生离校前，在高校参加身体初检、政治初审，
符合条件者确定为预征对象，高校协助兵役机关将
《登记表》和《申请表》审核盖章发给毕业生本人，
并完成网上信息确认。初审、初检工作最晚在7月15
日前完成。

    3.实地应征阶段
    在学校所在地应征的，结合初审、初检工作同步进
行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在放假离校前完成预定兵;在户
籍所在地应征入伍的，须持《登记表》和《申请表》7月
30日前到当地县级兵役机关参加实地应征。
    4.批准入伍阶段
    9月初学校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或
者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为
其办理批准入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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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潜水员、潜艇人员、空间兵、特种部队条件兵(含
海军陆战队队员)准分子激光手术或其他手术治疗，不
合格。
    4.其它问题
    面部、颈部文身或瘢痕直径超过2CM，着短装身体
其它裸露部位直径超过3CM，或虽经手术处理仍有明显
文身瘢痕，影响军容的，不合格。其它部位文身或瘢痕
(因颅脑、胸、腹部等手术造成的瘢痕除外)不影响正常
功能和形象的，合格。男青年文唇、文眉、文眼线，不
合格;男青年扎耳眼无明显疤痕、无可视性穿孔，不影
响军容的，合格;女青年文唇、文眉、文眼线、扎耳眼
不影响军容的，合格。

招生考试，录取的入有关军队院校学习，学制2年，毕业
合格的列入年度生长干部毕业学员分配计划。报考条件、
考试组织、录取办法等另行规定。
　　(3)保送入学：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
学对象选拔，年龄放宽1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优秀士
兵保送入学推荐对象，选拔办法按照优秀士兵保送入学
有关规定执行。大学毕业生士兵保送入学对象具有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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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优先选取为士官。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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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先选取;师
(旅)级单位范围内相同专业岗位的士兵，在任职能力相
当的情况下，应优先选取高学历士兵。
    二、退役后享受的优惠政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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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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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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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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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一直与长清武装部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组织

开展大学生进军营和军事专家进课堂活动以及大学生

国防知识竞赛活动，形成了军校共赢的良好局面目前，

2015年，学校征兵入伍预报名人数在长清大学城各个

高校中居于首位。

投笔从戎，戍边卫国

    今年3月31日，学校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国防知
识讲座，同时在会场附近开展征兵入伍宣传咨询活动。
北部战区陆军济南综合训练基地学生军训教研室主任
田崇杰、副教授肖永军、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武装部政
委张峰及学校学生处、武装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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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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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福利待遇
　　1.义务兵津贴第一年为500元/月，第二年为600元/月，
奖励津贴500元/年，两年津贴共计：13700元。
　　2.义务兵退役金为9000元(4500元/年)
　　3.义务兵家庭优抚金14830元
　　4.士兵服役期间享受社保待遇，养老保险金两年为
10456元。
    5.进疆、进西藏服役的义务兵由政府双倍优抚金。
    6.全日制大学生由政府补贴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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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义务兵服役满两年后，可转士官，其工资第一年，
下士为3000元/月左右，中士为4000元/月左右，上士为
5000元/月，四级军士长为6000元/月。其退役金根据年度
相应增加。
   8.根据服役地区的不同，还可享受特区补助、地区津
贴和伙食补助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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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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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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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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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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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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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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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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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大校友先进事例
       孙冲，男，1980年2月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共党
员，本科学历。1999年就读于山东轻工业学院机电工
程学院，主修电气自动化专业，获得工科学士学位。
20O3年6月参军入伍，在南京炮兵学院进修一年，进修

期间被南京炮兵学院表彰为大学生队的“优秀排长”，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炮兵学院炮兵指挥专业学士学位。在
部队历任排长、作训参谋、连长，2007年2月至今任山东
省军区烟台警备区某连连长。2007年5月被评为山东省高
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标兵。
    作为一名地方入伍大学生，他始终坚持把扎根基层、
奉献海岛当成人生的事业来干，在不断扎实打牢自身素
质的同时，努力学习部队管理的思路和优良传统，不断
探索科学的训练方法。把组织的信任和官兵的期望化作
自己努力奋斗的不竭动力，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
扎实苦干，在2005年警备区组织的信息化条件下岗位练
兵比武中获得炮兵分队干部专业第一名，被警备区表彰
为“炮兵分队军官训练标兵”，年底荣立三等功一次，
2006年下半年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进行的合成参谋培
训，并在学院组织的第一届合成参谋比武中获得“优秀
选手奖”，年底被济南军区表彰为“百名精武标兵”。

    毕鲁军，男，1976年4月生，中共党员，
1999年毕业于山东轻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本
科专业，现任71281部队海防营营长，少校军衔，
于2006年6月被评为第三届“山东省高校毕业生
十大成功创业者”。

    

   1999年大学毕业后，毕鲁军来到了部队工作，他放
下“学生官”的架子，刻苦训练，虚心学习，很快实
现了从地方大学生到优秀基层军官的转变。他勇于实
践创新，积极探索科学的训练方法，使连队火炮实弹
射击连年优秀。在担任炮兵七连连长期间，与党支部
“一班人”齐心协力，使一个相对落后、连续六年未
评为先进的连队跨入了先进行列，成为团队建设的一
面旗帜。个人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2002年底被济南
军区表彰为“优秀大学生干部”，2004年被省军区表
彰为“学习成才先进个人”，2006年初由炮兵七连连
长破格提拔为海防营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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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工作站的建立

      今年六月伊始，大学生征兵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我
校25号楼一楼综合服务大厅举行。副校长周有波、长清
区武装部政委张峰、学校武装部和长清武装部相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周有波副校长简要介绍了我校大学生征兵工作的
进展，并表示，学校党委十分重视大学生入伍工作，将
借此契机，结合学生军事训练、军事理论课教学和思想
政治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国家、
为部队输送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青年学生。张峰对我
校大学生征兵工作和国防教育进行了充分肯定，希望学
校和驻地武装部密切合作，多选拔文化素质高、身体条
件好、政治过硬的青年学生输送到部队，要继续坚持从
严把关，切实提高兵源质量，保质保量地完成好今年的
征兵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