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役軍人事努部亦公庁文件

退役写人亦友 〔2021〕 27号

退役軍人事努部亦公庁美子

印友 《第二届全国退役軍人含1立含り新

大奏思体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霧市退役写人事券斤 (局 ),新握生声建没兵

囲退役写人事券局 :

4研 究,決定子 2021年 7月 至 12月 挙亦第二届全国退役写

人を1止 念1新 大界。現格 《第二届全国退役牢人を1立 念1新 大界恙体

方案》 Fll友 分休イ1,情遵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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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更元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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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退役軍人ellJLcl新大賽

恵体方案

一、大奏目的

深入貫物落実コ近平恙ギ泥美子退役軍人工作重要搭迷 ,仝

面落実党中央、国券院美子大力推邊双念1決策部署,晨 示退役軍

人双創ス釆,促邊tu立 項 目均念1立 資本、を1立 早師、を1立 政策的

有残対接,更好推功以念1立 帯功就上,在仝社会菅造支持退役写

人就立tl立 的に好久曰。

二、大奏主題

立を1立 01新 潮共 晨退役写人八来

三、大奏吋同

2021年 7月 -12月 。其 中,初 、気饗 nt同 力 7-11月 ;仝

国決募子 12月 挙か。

四、大妻内容

(― )夫界鳥勁。

逍せ部官方回堵、微信公炎号及三流媒体友布新同颯稿 ,膚

功第二届全国退役写人tl上 念1新 大募。指旱各地オR据 大募恙体方

案+1定本地大募的具体方案,丼釈板宣竹功貝当地退役写人企立

(困 仄)報 名参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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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体界事。

募事分象分美本亦。初募、気界由各省 (区 、市)負 責姐鉄

実施,全 国決養由承亦単位挙赤。

英中,全 国決募除段,遂清国内知名tl上 早りT、 投資机ね代

表和相実行立々家担任全国決宗坪委。全国共 96支 参募仄仁分

3企界道邊行項 目路演,4坪 常現場打分后 ,毎企界道各坪出一

等火 1名 、二等突 3名 、二等失 6名 、仇姓業 16名 。

(二 )西ι奏治功。

1.退役年人就立剣上成果晨。系銃晨示近几年各地退役軍

人就並Cl立 典型成果 (合 声品展示),退役軍人服各机ね政策扶

持和管理服芥成果,退役軍人就立を1止 声立国区、退役写人を1亦

企立友展成果 ,学 木机柏理搭念1新 成果和社会姐鉄参寺的相夫エ

作,展 示政府机ね、事立単位、社会力量和退役年人携手升tl新

Ill代 退役年人就立念J立 新局面的生功画巻。

2.退役年人創上tll新座淡会。遂清を1上 Cl新頷域そ家、念1止

企並家、退役軍人孵化基地負責人、川冷地 区化秀Cl立 者等,衆

焦仇化区域tl並 不境、支持退役軍人を1並 等主趣,千晨研■和互

功交流座淡,探青新時代退役年人を1上 01新 友晨,促辻合作共嵐。

3.大界日幕式壼退役年人就上側立合作基力供式。挙外大

募囲幕式,選情退役写人事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飯早同恙及相

美部 11負 責同恙参加井力本届大募全国決募荻火者飯美。同時挙

亦基釣供式,姐 鉄金融机拘、投資公司、天使基金等盗I tl夫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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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跡袂或投資意向跡袂。

4.“全国年剣精英力1沿行"活勁。接照 自尽原ЛJ象 須参奏人

員央地参班考察四川天府新 区和重人両江新区tl立 を1新 工作情

況,辻 一歩漱友退役写人念J tt CJ新 熱情,汎 固大宗咸呆。

上述配会活劫道情挙亦。具体盪夕実施方案由承亦単位負責

制定。

五、大奏姐象

(― )主 赤及承赤単位。

主亦単位 :遮 役写人事外部 ,四 川省人民政府。

承亦単位 :四 川省退役軍人事芥斤 ,咸都市人民政府。

林亦単位 :各 省、 自治区、宣轄市退役写人事各斤 (局 ),

新彊生声建没兵困退役写人事券局,成都市退役写人事券局,四

川天府新区管委会。

(二 )え界鉦委会。

由退役写人事外部姐夕成立本届大募姐委会,久 責大募幻象

頷早。在四川省退役写人事芥斤没俎委会亦公室,成 長由遅役写

人事外部就立Cl立 司、四川省人民政府赤公 FT、 四川省退役軍人

事券斤、中国退役写人就立01立 服芥促辻会相夫人員姐成,久 テ

大界各項ネ事活動的坑寿安‖卜、姐象林凋、社会宣仕、技木保障

等工作。外公室内没幻象協調姐、媒体宣々姐、活功執行姐等 ,

分

'1負

テ各不市具体工作。

各地没立省坂募事姐委会,久 責姐象初奏、隻募 ,微好全国

-5-



決募入曰項 目推を及后象募事的咲系祢凋等工作。

(二 )界道及五。

本次大界没 “新米声立"、 “特坑声立及生活服芥立"和 “班

代表止"等 3企界道 ,参募企立、困仄接照募道根名参募,不 再

単独没立囲仄募道。

(四 )レヒ塚
=Л

タリヽ。

各坂募事主要逍辻項 目路演方式邊行,由 そ家坪委坪常,在

公I机ね上督下,次 出参募項目名次。考慮Fl各 地変費右限,ユ

大募吋同米、程序多,可 根据美味情況携定初、久界具体形式 ,

丼接照毎界道 1企 企立 (囲 仄)等 級捧仇推孝項 目参加全国決

募。由子情況特殊碗元条件姐鉄初、隻界的省扮 ,可恨清俎委会

社准,采取速地公示的形式推を決泰項 目,邊逃外法 (合 公示方

案)需在本方案印友 30天 内根大募須委会各案。

(■ )参界介格。

本届大募亦募年分力 2021年 ,参 界姿格所渉 lll同 限キ1均 カ

“ま至 2021年 1月 1口 "。

(失 )決 界及箕化事板。

決募具体実地方案及叶同地点男行逍知。共他事項均汗格接

照 《全国退役軍人tl立 念1新 大募須奴実施哲行亦法》 (退 役写人

亦友 〔2021〕 12号 )(以 下筒称 《哲行外法》)有 夫規定よ行。

六、大奏督費

初募、隻界埜費由各地 自行依規申清本坂財政保障。全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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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執行和保障等相夫費用 ,包括会場 fll賃 費用、食宿費用、会袂

搭建費用、宣竹費用等,主要由承外単位測算井承担,退役写人

事外部分予近当ネト助。

七、有美要求

大界各不市各項工作須汗格遵守 lE美 法律法机及規疱要求。

大募渉及埜奏均須接照国家相夫規定カロ張管理使用。各地在亦募

辻程中,泣微好疫情防控方案和泣魚萩案,ル格落実各地疫情防

控机苑及具体要求,倣好大募安全保障。各奴界事中的化秀荻火

項 目,各地泣参照 《哲行赤法》,拿 出具体挙措推功共紫化落地、

更好友揮帝劫就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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