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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征入伍青年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2.苍南籍义务兵优待金与奖励金

①优待金（发两年）：2022年苍南籍入

伍义务兵优待金每年为 27845元；

②大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2022年

全 日 制 普 通 高 校 专 科 在 校 生 标 准 为

26983.8元，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毕业生及

本科在校生标准为31481.1元，全日制普通

高校本科毕业生标准为35978.4元。

3.苍南籍义务兵优待政策

①在部队服役满12周年或荣立二等功

以上的，退伍后可选择由政府安排工作或

自主就业；

②进藏服役义务兵优待金是普通兵的

2.5倍，进疆服役义务兵优待金是普通兵的

2倍，到艰苦地区三类区（含）以上和特类岛

屿内服役优待金是普通兵的1.5倍；

③退伍费（复员费）由退役时所在的部

队发放，退伍费（复员费）包括部队所发放

的退伍费、一次性退役金、退役养老保险

金、住房补助金等；

④义务兵优待金、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由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放，金额随全县

人民人均收入同步增长；

⑤相关待遇还在逐年提高，数字如有

出入，以最新文件规定为准。

4.苍南籍应征青年优先征集对象

①现役军人的子女；

②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子女和兄

弟姐妹、烈士子女；

③中共党员或者优秀学生干部；

④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

突出的优秀青年；

⑤理工类大学毕业生和备战打仗所需

技能人才。

男青年

上半年应征报名：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 18 时前登录“全国征兵

网”登记报名。

女青年

上半年应征报名：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 18 时前登录“全国征兵

网”登记报名。

征集对象及年龄要求

春季征兵优先征集普通高等学校、高

职高专往届毕业生。

男青年：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

业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

（含高校在校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

（2001年 1月 1日——2005年 12月 31日出

生）；普通全日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高校

毕业生，年满18岁-24周岁。

一、身高，男青年不低于160cm，女青年

不低于158cm，条件兵另行规定。

二、体重，符合下列条件且空腹血糖<
7.0mmol/L的，合格。男性：17.5≤BMl<30，
其中：17.5≤男性身体条件兵 BMl<27；女

性：17≤BMl<24。BMI>28须加查血液糖化

血红蛋白检查项目，糖化血红蛋白百分比<
6.5%，合格。（BMI=身高<m>/体重<kg2>）。

三、视力，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 4.5，
不合格。屈光不正经准分子激光手术（不

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等其他术式）

后半年以上，无并发症，任何一眼裸眼视力

达到 4.8，眼底检查正常，除潜艇人员、潜水

员、空降兵外合格。条件兵另行规定。

四、文身，面颈部文身，着军队制式体

能训练服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 3cm的文

身，其他部位长径超过 10cm的文身，男性

文眉、文眼线、文唇，女性文唇，不合格。

五、瘢痕体质，面颈部长径超过 3cm或

者影响功能的瘢痕，其他部位影响功能的

瘢痕，不合格。

六、手指、足趾残缺或畸形，足底弓完

全消失的扁平足，重度皱裂症，不合格。

一、登记报名
上半年从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2

月 10日，男性适龄青年登录“全国征兵网”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参加兵役登记和网上

报名，自行下载打印《公民兵役登记/应征报

名表》，大学生同步打印《大学生预征对象

登记表》和《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二、初检初考
应征青年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学

生证、学历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按规定的

时间到高校征兵工作站或所属乡镇武装部

参加目测体检和政治初步考核。

三、体检政考
征兵开始后，应征地县级征兵办会将

具体上站体检时间、地点通知应征青年本

人，应征青年按照通知要求，携带本人相关

证明材料，直接参加应征地县级征兵办组

织的体格检查，当地公安、教育等部门同步

展开政治联合考核。体格检查和联合考核

合格者，县级征兵办将通知其所在乡镇基

层武装部，安排走访调查。

四、役前教育
县级征兵办组织体检和政考双合格人

员进行为期1周左右的役前教育训练，以思

想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并同步开展体

格抽查复查工作。

五、预定新兵
县级征兵办对体检和政考双合格并完

成役前训练的应征青年进行全面衡量，确

定预定批准入伍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确

定大学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班和预备技

师班毕业生为预定新兵。

六、张榜公示
对预定新兵名单在县、乡镇张榜公示，

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七、

批准入伍

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合格并经公示的，

由县级征兵办正式批准入伍，发放《入伍通

知书》，统一输送至部队服役。

一、复学升学
1.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服役期间保

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

或入学。

2.复学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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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免试专升本。高职（专科）毕业生及

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在

完成高职（专科）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入

读普通本科，或根据意愿入读成人本科，自

2022年专升本招生起执行。

4.考研加分。退役大学生士兵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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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免试读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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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专项研究生招生。国家设立“退役大

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

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自2021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起，计划由目前的每年

5000人扩大到 8000人，并重点向“双一流”

建设高校倾斜。

7.免修军事技能。退役复学后免修军

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二、经济补助
1.国家资助学费。大学生应征入伍服

义务兵役、退役后复学或入学，国家实行学

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本

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研

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

2.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义务兵服现役

期间，其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优待

金。具体标准由县人民政府按城乡统筹

的原则，以当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统计

指标为基础，结合当地城乡人口比例测算

确定。

3.一次性奖励金。对全日制大学生入

伍颁发一次性奖励金，标准不低于当地上

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本科在校

生增发 10%，专科毕业生增发 10%，本科毕

业生增发20%。

三、成长成才
1.选取士官。同等条件下优先选取士

官；优先安排参加专业技术培训；首次选取

士官，在高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

2.报考军校。专科毕业生士兵，可参加

全军统一组织本科层次招生考试，录取有

关军队院校培训，学制两年。

3.保送入学。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保

送入学对象选拨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

推荐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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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提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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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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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就业安置
1.苍南县每年拿出退役大学毕业生士

兵人数 10%的事业单位招录指标，用于面

向从本县入伍并于当年退役的全日制高

校毕业生招录，同时每年额外拿出 2个岗

位定向招考往年度退役的全日制普通高校

毕业生。

2.每年拿出部分人民警察、行政执法队

伍公务员名额，用于招录从本省入伍后退

役的大学毕业生士兵，基层专职人民武装

干部主要面向退役大学毕业生招录。

3.退役后自主创业的大学生，依法享受

税收优惠，按规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符合支持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每年

可向当地支持创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申请

最高5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4.加大从优秀退役士兵中培养选拔村

（社）“两委”班子成员和后备干部力度，积

极推荐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专

职社区工作者和村务工作者考试，对考试

合格的，予以优先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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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征兵报名点及联系人★
单位

苍南县人武部

灵溪镇人武部

金乡镇人武部

钱库镇人武部

宜山镇人武部

马站镇人武部

矾山镇人武部

桥墩镇人武部

藻溪镇人武部

赤溪镇人武部

联系人

陈 翰

蒋贤砖

姜集久

林传贺

王同榜

林龙庶

章环境

叶德怀

刘元志

韩显杰

联系电话

0577-68717979
13958788802
13645877088
13788886810
13736958189
15105870110
15258686696
13626777760
18875818808
13858762070

单位

望里镇人武部

南宋镇人武部

炎亭镇人武部

大渔镇人武部

莒溪镇人武部

沿浦镇人武部

霞关镇人武部

岱岭乡人武部

凤阳乡人武部

联系人

吴菲菲

夏浩然

杨家祥

余德子

习高平

董文聪

廖幸福

叶圣立

吴玉笑

联系电话

17816338383
18258486341
15857767711
13758866855
18357748829
15669576551
17681769788
13958715037
1358744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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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政策

★时间安排

★征兵基本条件

★浙江省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

★报名参军的程序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