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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10月11日电（记者刘
奕湛 高博）博士生写“志愿书”立志回家
乡作贡献，百姓眼里的“能人”主动带领乡
亲奔小康……

时下，正是河北省村（社区）“两委”换
届工作的紧要时期，邢台市坚持打破常
规，让一大批政治信念坚定，想干事、会干
事的“能人”走上村级领导岗位，选出百姓
信得过的“领头雁”“当家人”。

把走出去的“能人”请回村

“既然老家需要，我义不容辞！”9月1
日，在沙河市桥东街道办事处杜三村，刚
当选不久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
根山说，党员的称谓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他有信心让杜三村取得一个新突破。退
休前，孙根山曾在部队任职，每逢年节他
都回老家与乡亲们一起过，对村子的发展
十分关心。

桥东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刘占平介
绍，换届启动前，他们对所辖村（社区）进
行了一次全面摸底，在严控候选人标准的
同时，广范围、多渠道物色高素质人才，动
员他们参选村干部，重点配强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孙根山就是办事处请来的“高
素质人才”。

据介绍，像孙根山这样被“请”回乡当
选村干部的，仅在桥东街道办事处辖区内
就有 10多位。他们有的经商有成，有的
是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的退休干部，还有
的是拥有高等学历的年轻人。

邢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乔朝英

说，此次村（社区）换届，邢台市各级党委
紧盯村里走出去的有视野、有魄力，在群
众中有信服力、有示范性的人选，用最大
的诚意和热情将走出去的“能人”请回来，
为村（社区）“两委”班子建设注入新的活
力。

建好后备干部储备库

日前，威县县委收到一位年轻人的
“志愿书”，要求参加村“两委”干部选举，
为乡亲们做点事。这位年轻人名叫李恒
冲，生于 1988 年，是威县七级镇后尹村
人，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博士。目
前，他已被市委组织部纳入后备干部储备
库，被推选为后尹村“两委”换届候选人。

为避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出现后
继无人的局面，邢台市委组织部将讲政
治、有能力、敢担当的优秀人才纳入后备
干部储备库，努力把合适的后备干部选出
来、用起来，培养成农村致富的领路人、谋
划发展的有心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宁晋县大陆村镇注重农村党员干部
平时的选拔培养和锻炼，先后调整了陈家
庄村和大四村两名优秀企业家为支部书
记，并优化充实了大一村等 8个村的“两
委”班子，新调整的党支部书记均高票当
选，新当选的 31名村“两委”成员中，90%
是后备干部，均实现了平稳过渡。

优化干部结构注重年轻化知识化

临西县大刘庄乡东台庄村，是一
个 传 统 农 业 村 ，很 多 年 都 没 有 村 支
部 班 子 ，日 常 工 作 只 能 由 乡 镇 成 立
的 工 作 组 维 持 。 换 届 工 作 一 开 始 ，
大 刘 庄 乡 党 委 成 员 便 多 次 深 入 村
庄 ，与 党 员 、村 民 面 对 面 、心 贴 心 地
了解情况。

经深入考察，东台庄村 29岁的党员
李杰站了出来。他在县城做服装生意，是
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经过投票选举，他
当选东台庄村党支部书记。“光顾自家富，
不配当干部。”李杰说，他们正在谋划通过
发展村集体经济，解决村里剩余劳动力的
就业问题。

宁晋县经济开发区张化庄村，尽管村
“两委”班子健全，但成员年龄都在六七十
岁，求新求变的开拓意识较弱，村里发展
不快。这次换届中，大学生村官张华全票
当选张化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华今年 32
岁，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生，之前在
杨家庄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张华说，我
虽然不是张化庄村村民，但靠干事、干成
事，同样能赢得村民的认同和支持。刚上
任半个多月，她就将村里的路灯问题解决
了，还打算在年底前解决村民的吃水问
题。

乔朝英表示，全市将以村（社区）换届
为契机，更加注重对年轻干部和学历较高
干部的选拔，进一步优化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据统计，邢台
市提前调整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50
岁以下的 512人，其中 35岁以下 67人；高
中及以上学历 774 人，其中大学本科 46
人。

选出百姓信得过的“当家人”
——河北邢台多渠道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

本报讯 昨日上午，沙河市新城镇后
河村纪检委员老常来到大队门前公示栏，
查看公示信息是否齐全、标准，群众有没
有问题反映。

“这是咱村村务公开微信公众号，是
镇纪委帮咱搭建的监督利器，今后村里
的大事小事、财务收支、农村低保、精准
扶贫等信息都按时在上面公开。”公示栏
还有一张老常的联络牌，村民扫码即可
关注本村村务公开微信公众号。

这是新城镇村级纪检委员履职尽责
的一个缩影。新城镇将村级纪检委员选
配与村“两委”换届同步进行，由新一届村
党支部委员投票推荐人选，由镇纪委会同
乡镇办有关部门，按照任职条件对推荐人
选进行考察，并报乡镇办党委审批任命，

切实把好选任关。
随着村“两委”换届工作的圆满完成，

沙河市新城镇 21个村均设立了纪检工作
室，21名村级纪检委员全部履职上岗，实
现纪检监察工作全覆盖。

村级纪检委员们监督村党员干部和
村级事务，加强对落实惠农政策情况以及
落实党务公开制度、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制
度、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等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党员和监察对象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或谈话提醒，收集和
反映群众诉求，社情民意，成为反腐一线

“哨兵”。
“一方面是村情复杂、经济活跃，全镇

共21个村，仅一个新城村，大小企业就有
20多家，党员90多名。村干部权力大，监

督起来难，村级监督薄弱，镇纪委两三个
人根本忙不过来。”新城镇党委书记乔万
国说，村级纪检委员上岗，对村里党员干
部的监督将大大加强。

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按照有关规
定，积极协调市委组织部，把村级纪检委
员选配纳入村“两委”换届工作日程，同步
安排部署，同步选举产生。

据介绍，全市 5338个村（社区）预计
于10月底前全部选配4858名村（社区）纪
检委员。今后，本市将依托村级纪委委员
队伍，在各县（市、区）全面铺开村级监督
检查工作，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麻国栋
通讯员 袁轶伟）

从严治党延伸基层 村里设置反腐“哨兵”
新城镇21名村级纪检委员履职上岗

本报讯 昨日记者获悉，2018年起我省调整了农村
独生子女考生高考加分资格审核工作时间。2019届符
合申报条件的高考生，需要在国庆节后 10个工作日内，
到户口所在地卫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市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范
围只适用于我省省内高校。农村独生子女申报须同时具
备三个条件：父母双方或母亲一方为我省农村居民的；依
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且考生无同父异母、同母
异父或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考生本人为我省农村居
民。农村居民，指从考生身份审定当月起向前推算，具有
我省农村户籍人口连续10年以上，依法享受农村责任田
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不享受城镇居民或企
业职工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事
业单位职工不属于此范围。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符
合上述条件的，自转为城镇居民之日起，24个月内享受
农村居民待遇。

根据规定，2018年起，符合条件的考生需到学校或
乡级计生办(具体以考生所在学校或县招生办通知为
准)，领取并如实填写《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审定表》，同
时向乡级卫计办提供证明材料。11月25日前，考生须将
通过市、县、乡三级(省直管县经县、乡两级)卫计部门审
核盖章的《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审定表》交报名点。不按
规定参加审核并提交《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审定表》的，
不能享受当年高考农村独生子女加分。

（本报记者 靳普）

农村独生子女
高考加分开始申报

本报讯 有志于翱翔蓝天、献身国防的学生们注意
了，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2019年度河北省空军招飞工
作即将启动。10月 20日至 12月 27日，空军将陆续在河
北省 11个设区市及定州、辛集进行招飞初选，其中邢台
站检测时间定于12月5、6日，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男生
可通过所在学校报名。

据了解，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一般要经过初选、
复选、定选三级选拔，综合择优录取。招收的高中生飞行
学员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后，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
得学籍、军籍，并采取两种培养模式。

一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空军航空大学和飞行学
院培养4年，主要进行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
期间除享受军校学员的待遇外，还享受飞行津贴、空勤伙
食、特种装具等待遇，达到培训要求的，将获得大学本科
学历和学士学位，定为副连职军官，授予空军中尉军衔，
如因身体或技术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将转入其
它军队院校学习航空管制、航空兵参谋等地面本科专业，
总学制4年。

二是“3+1”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根据联合培养计划，
空军从招收的高中生飞行学员中遴选确定预选对象，组
织到空军航空大学进行军政训练和体验飞行，综合择优
录取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合格的学员，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3年，在空军航空大学
学习 1年，联合培养飞行学员将注册空军航空大学和地
方高校“双学籍”，学历本科，在地方高校学习期间，享受
军队院校飞行学员相关待遇，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空军
航空大学和地方高校同时具印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
按规定分别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本报记者 靳普）

2019年度河北省
空军招飞初选即将启动

★招生信息

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第124号令）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对32辆机动车依法进行撤销，车辆的登记证

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公告作废。车辆号码如下：

大型汽车

E93782

EF3856

E83212

EC2217

E96218

EA5812

EF1559

ED9552

E98370

EB1500

E78756

ED7056

EA0181

EC1517

挂车

E1H90

E7M30

E7K98

EZ708

E3B89

EJ555

EAP61

E5H03

ER960

E9U85

小型汽车

EUS838

EUW807
E1Y605
E628F8
EWY560
ETF276
EWR838
EEW939

公 告

邢台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10月12日

邢台经济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
关于邢开土储告字〔2018〕10号的补充

公 告
按照相关规定，邢台经济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挂牌出让一宗位于英华大街以北、

信都路以东地块，公告编号：邢开土储告字〔2018〕10号，宗地编号：邢开储[2018]27号，

对该公告内容作出以下调整：

土地竞买保证金10810万元，申请人可于2018年11月8日前（节假日除外），获取

挂牌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17时0

分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

在2018年11月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人资格。挂牌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9

时0分至2018年11月12日10时0分。

联系电话：（0319）3636680 （0319）3636155

除以上内容，其他内容不变。

2018年10月10日
牛城晚报广告部3129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