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领头雁”得配
强。

2020年 10月，村“两委”任期由 3年改为 5年、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中进行、与县乡同步开展的首次换
届开始。目前，全国49.1万个村班子顺利完成换届。

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这次换届要求严、力度大、风气正、
效果好，选出了担当作为好班子，换出了安定团结好局面，形
成了干事创业好氛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筑牢了战斗
堡垒。

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换届工作责任
抓好抓实换届工作，党的领导是关键。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此次村“两委”换届，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赴有关地方考察时深入村里
调研，对村干部提出殷切希望，关心关怀党员、群众，为各级
党委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精心组织换届工作指明了方
向，树立了榜样。

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指导推动各地抓好村“两委”换届工作。各级党
委和政府扛起责任、抓紧抓实，保证了本次换届圆满完成、达
到了预期目的。

“县里镇里的干部常来村里，换届政策和纪律家喻户
晓。”广东省佛冈县石角镇科旺村村民组长刘榕文说，换届工
作开展后，干部白天没空就晚上来，工作日没空就周末来，耐
心宣讲政策、指导工作。

为压实责任，佛冈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换届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全县推行领导干部联村包干机制，
29名县领导“一竿子插到底”，每周分别带队下沉村（组）一线
分析研判实情、排查化解矛盾、宣传换届纪律。

各地强化党的领导，发挥组织优势，做细做实各项工作，
确保换届平稳顺利推进。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成立由党委书记、副书记或组织部长任组长的换届领导小
组，建立组织部门牵头协调、民政部门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共
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重庆、新疆等省
区市党委书记均深入村里调研，定期听取换届情况、推动工
作扎实开展。

同时，各地普遍实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县、市级领导包县
联乡、县级领导包乡联村、乡镇（街道）干部和驻村干部全员
压上的指导推进机制，特别是推动县乡党委书记把换届工作
紧紧抓在手上。

“我们全面实行挂点包联制度，市领导全覆盖挂联90个
县（市、区），3000多名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全面包乡走村，从准
备工作开始到整个换届完成一包到底。”浙江省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同志介绍，包联县领导、镇街联系领导和驻村干部“三
人组团”，全程包干指导。

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乡镇党委逐村摸准摸实
班子运转、党员现状、人选储备、群众诉求、风险隐患等情况，
做到底数清楚、选情明晰；同时，县、乡（镇）、村党员干部到全
县1341个村民小组召开群众会议，确保工作覆盖每个支部、
每名党员和群众。

组织领导坚强有力，换届工作有序开展。各地坚持党的
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相统一，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相结合，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实施，把一系列有效举
措落实到换届全过程。

“下深水”选贤任能，让“好苗子”脱颖而出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褚墩一村，一筐筐蔬菜正在流水线

上密封装箱。1991年出生的退役军人张钰回村参选成为一
名“兵支书”，敢闯敢干的他发挥特长，带领村党支部创办了
电商合作社，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直播等新兴业态，助
推农产品销售驶上“电商经济”快车道，带动了村集体增收。

人选的质量，决定着整个换届工作质量。为选出“好苗
子”，山东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让愿干事、真干事、干

成事的优秀人才有机会有舞台。省里先后组织开展两轮分
析研判，各地“下深水”选贤任能，实施农村在外优秀人才“回
引计划”、后备人才“递进培养计划”，先后回引在外人才 3.6
万名。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选优配强干部是此次换届的重要
工作。各地拓宽渠道，通过在现任村干部中“留”，在重大工
作表现优秀的农村青年中“挑”，在致富带头人和优秀退伍军
人中“选”，在外出务工能人和大学毕业生中“请”等途径，不
拘一格选贤任能。

“换届前，村干部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能力偏弱。”
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坦陈，区里在换届之
初就注重从源头上严把选人关。长洲区抽调31名处级干部
带队，对全区45个村逐个排查分析，开展谈心谈话，拿出“体
检报告”，对835名初定人选的政治表现、履职尽责和廉洁自
律等情况层层把关。同时，通过调研、党员群众举荐、机关单
位选派、对外联络回引等举措，全面拓宽人才选拔渠道。

“村里张贴的人选公示看到没？对哪些干部有印象？”
“您认为该干部好在哪里？”换届工作组带着问题，挨家挨户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剔除“病秧子”，挑出“好苗子”，一批有能
力、有担当的人脱颖而出。“由群众参加筛选，让我们真正体
会到，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新当选的倒水镇路垌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黎柳松说。

选优配强是目标，严格把关是保障。河北省唐山市细化
负面清单，成立资格联审工作专班，出台资格联审办法，对所
有意向人选层层把关，县乡资格预查预审30130人，清理不合
格人选 1389人。青海省祁连县通过村级把好“入口关”，乡
镇把好“监督关”，县级严把“审查关”，对拟推荐的 150名村
党组织成员从任职资格、群众基础、道德品行等 5个维度进
行全面画像，防止“带病”推荐，“带病”当选。

各地着眼于乡村振兴，好中选优、优中选强“领头雁”，一
大批有志于乡村振兴的优秀人才进入村“两委”班子，为实现
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数据显示，换届后村班子结构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实现整
体优化：学历明显提升，村“两委”成员高中（中专）以上学历
的占 74%、提高 16.7个百分点，村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
的占46.4%、提高19.9个百分点。能人比例上升，村党组织书
记中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大学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致富带富能力较强的占 73.6%，提高 23.6 个百分
点。妇女成员上升，在村班子中占28.1%，提高7.1个百分点，
每个村班子至少有1名妇女成员。年龄普遍下降，村“两委”
成员平均年龄为42.5岁，下降5.9岁；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
为45.4岁，下降3.9岁，有35岁以下班子成员的村占96.7%。

人才聚起来，事业旺起来。学历高、干劲足、有活力的新
班子，正以实干展现出新的气象。

严纪律、明规矩，保证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党委委员吴明霞对小白村

村委会换届选举日的第一位投票者印象深刻：“天还没亮，80
岁的林如宝老人就来到投票箱前，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村
里人习惯早起，投票前一天，工作人员就做好了充分准备，早
早迎接选民的到来。

为保证换届程序流畅，东吴镇推出了“两日历五流程”。
“有了日历和流程，每天做什么、执行到哪个步骤一清二楚，
操作起来很方便。”东吴镇党政办干部董莹莹说。

严格依法依规推进，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直接关系
换届工作之成败。各地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紧盯选民登
记、候选人提名、投票选举等关键节点，确保换届在政策框架
和法律法规范围内健康有序进行。

天津市指导各区分别制定换届工作流程图和民主推荐、
选民登记等 20余种规范性配套指南，提供行为规范和基本
遵循。上海市下发指导手册，修订换届选举须知和工作规
程，分层分类组织业务培训，累计组织培训 5877次，覆盖 28
万人次。重庆市利用智慧治理平台，自动发布公告、计票、统

计和生成电子档案，各区县、镇街动态跟踪掌握辖区选举进
度……通过制作工作手册、选举模板、开展模拟演练、举办培
训班等方式，各地有效提升了一线人员工作水平。

各地还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普遍开展换
届纪律宣传和警示教育，签订纪律承诺书，确保换届选举风
清气正。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西、西藏等地通过广泛发
放、张贴换届纪律宣传材料等途径，让党员群众明底线、知红
线。吉林、安徽、四川、陕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采取观
看警示教育片、开展谈心谈话、签订纪律承诺书等多种方式
开展换届纪律教育，打好“预防针”。

本轮换届中，各地对村“两委”换届风气督导全覆盖，特
别是加强对选举委员会推选、候选人提名、投票选举全程监
督，架起“高压线”，念好“紧箍咒”。同时，各地建立换届信访
举报快查快处机制，“12380”综合举报受理平台24小时畅通，
对举报线索逐一核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这次换届，每一步我们都看在眼里，规规矩矩，公开透
明，选出来的书记脑子活、本事大、办事公，是群众‘心头上’
的人，我们一百个支持，一百个放心。”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
治县兰龙村老党员公保才让说。

依法依规、正风肃纪，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为新老班子
平稳交接打下了基础，也为新班子轻装上阵卸下了包袱。据
统计，各地共查处涉及换届的违纪违法案件较上轮换届下降
65.4%，收到信访件次下降62.1%。

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新班子干事创业
新班子磨合得怎么样？选举时的承诺落实得怎么样？

换届结束 3个月后，河南省郑州市全面启动初任评估，开展
村党组织书记“亮承诺赛实绩比干劲”活动。

2021年 6月 9日，郑州市举办“十佳”村党组织书记擂台
赛，经层层筛选共有 16名村党组织书记参赛。结合前期实
地考察情况以及现场表现，评出“十佳”村党组织书记，市财
政给予其所在村 20万元奖励。对“百优”村党组织书记，由
县级财政给予每个村10万元奖励，增加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观看了擂台赛，郑州市中原区后河卢村党委书记卢亚飞
激动地说道，“这个舞台是为我们基层干部量体裁衣打造的，
选出来的‘十佳’书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知道该怎么干
了！”

换好是基础，干好是关键。各地抓配套、紧衔接、搞培
训、强监督，做好换届后半篇文章，推动新班子尽快理清思
路、进入角色。

“咱们村有23个方塘，却一直没有利用。培训参观让我
打开了思路。”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喀喇沁镇西村党支部书
记王星，结束任职培训后立即组织村干部和党员群众代表座
谈，大家为调整产业结构集思广益，谋划出一条涵盖水稻种
植、方塘垂钓、民俗体验的休闲旅游发展思路。目前，西村依
托稻田和方塘铺设甬道，建起了具有民俗特色的蒙古包，努
力打造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一些省区市通过开展履职培训、督促指导、健全机制等
多种方式，推动新班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撸起袖子加油
干。截至 2022年 2月，村“两委”成员已培训 87%、86.2%，村
党组织书记由省市两级培训的占60%，“两委”其他成员普遍
由县一级轮训。湖南、湖北、海南、贵州、甘肃等地由省级开
展村党组织书记大培训；福建、四川、宁夏等地结合“导师帮
带制”试点，组织对新任村干部传帮带。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和睦涧村，新任村干部全
员包组包网入户，通过广泛征求群众建议，确定了环村道路
提升、269亩抛荒地整治、7个公厕维修等 8个项目作为第一
批要办的事，紧锣密鼓实施……在全国各地，刚上任的新班
子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办好“开门一件事”，以实干争取支持，
以实绩赢得口碑。他们走遍家家户户听意见、问需求，确定
攻坚事项、逐一抓好落实，在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升村
容村貌、发展特色产业等方面做实功、求实效。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当前，新一届村“两
委”班子接过了接力棒，广大村干部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走
好新的赶考之路，谱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筑牢战斗堡垒
——全国村“两委”换届工作顺利完成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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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2×60万吨/年磷精矿建
设项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和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
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的规定及要求，现将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2×60万吨/年磷精矿建设项
目“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瓮安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wengan.gov.cn/xwdt/

tzgg/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⑴建设单位：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张静 15761226763

⑵环评中介服务机构：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杨工 0851－83635725
电子邮箱：1179839683@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的个人与社会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1、瓮安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wengan.gov.cn/xwdt/tzgg/
2、环 保 部 网 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邮政信箱:瓮安县玉华社区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
2、电子邮箱：29409934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2×60万吨/年磷精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贵州志成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22701MAAJYF4C26）拟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贵州志成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

广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2021年度市

场主体年报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为高质量做好
2021年市场主体年报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告如下：

一、报送主体
凡 2021年 12月 31日前在我州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记

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均需报送
并公示 2021年度年度报告(已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除
外)。

二、报送时间
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
三、报送渠道
1、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http://gz.

gsxt.gov.cn/)；
2、登录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cjgj.qian⁃

nan.gov.cn/），点击“黔南州市场主体 2021年度年报入口”进
行填报；

3、个体工商户可通过手机关注“贵州省市场监管”微信
公众号，在便民功能版块选择“年报－个体工商户”进行年
报。

四、法律后果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如实填报年度
报告，并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不按规定期限
报送 2021年度报告或公示信息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
假的市场主体，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标注为
经营异常状态);连续 3年未按时年报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政府部门将对失信企业实施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同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七十条规定，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
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
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注意事项
1、市场监管与人社、统计、海关、商务、外汇部门相关事

项实行“多报合一”，企业只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贵州)即可完成多部门事项的统一报送公示。企业填报

中遇到问题可对口咨询相关部门。
2、特种设备生产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高

风险行业领域企业，须全部依法履行年报责任，100%报送公
示。

3、大型企业要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
在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
金额等信息。

４、年报系统将于 6月 30日 24时关闭，后期“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贵州）”因访问量大导致填报不畅，请企
业尽早年报，以免网络拥堵延误年报。

5、根据《企业信息暂行条例》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届满 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凡 2019年被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请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并到当
地所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6、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不会用短信链接方式要求企业进
行登录认证，如收到带有网页链接的相关短信，可致电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核实，切勿盲目点击链接进行操作，谨防上当
受骗。

咨询电话：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8235420）；
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8222101）；
贵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5226081）；
瓮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2789683）；
龙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5664486）；
福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2215761）；
惠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6227616）；
独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3238291）；
荔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3612212）；
三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4810766）；
平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7224170）；
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6826488）；
罗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0854-7617965）。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5月23日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工作的通告

（上接第一版）
最大的变化就是柑橘种植让

大家钱包鼓起来了。为了提高柑
橘的品质，县里经常派农业技术
专家到田间地头教我们种植技
术，还带我们去外面学习、对接
客商、拓宽销售渠道。有技术、
长见识后，经营观念也发生了变
化。

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我们
也遇到过困难。比如说，毛南山
乡“八山一水一分田”，柑橘种植
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扩大就比
较难了；再比如，柑橘价格波动
大，群众有担忧。

是总书记的嘱托给我们克服
困难的勇气。我仔细分析了卖橘
难的原因，原来价格上不去，主
要是因为每年那段时间大量柑橘
集中上市，我们没有竞争优势。
我就想着能不能让柑橘提前上
市，实现错峰销售。我又多次跑
到县里的柑橘产业核心示范区取
经，拿到“秘诀”后回来实践。

我在自家120多亩柑橘园里先
做试验，今年元旦，这批柑橘提
前半个月上市，每斤价格比去年
贵一块多钱的情况下，还被客商
抢购一空。当红彤彤的柑橘装上
运往北方的货车时，我心里甜滋
滋的。现在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
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发展。

环 江 喀 斯 特 是 世 界 自 然 遗
产，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地方山美
水美，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但
过去是个穷地方。现在，柑橘、
桑蚕、香猪、油茶等特色产业在
毛南山乡遍地开花。

我想对总书记说，我们的日
子一定会像红彤彤的柑橘一样，
越来越甜，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南宁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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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山东惠民：五彩绳“网”市场
连日来，山东省惠民县绳网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

产运行，通过线上等方式签订订单并加紧赶制。
当地现有绳网企业700余家，生产防护网、体育网等24个系

列300余种绳网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体育等行业领域，远销
欧美、日本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7万余人就业。

图为5月21日，在山东省惠民县李庄镇一家体育绳网企业
车间，工人在加工彩虹网。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