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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助力农村青年人才成长
——肃宁县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创新发展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2018 年，肃宁县积极创新党组织设
置形式，突破按行政村设立党组织的传
统做法，以乡镇为单位探索建立乡镇青
年人才服务中心，并设立青年人才服务
中心党支部，专门负责吸聚本乡镇农村
青年人才、破解青年人才“入党难”和村
级后备干部储备不足问题，进一步激发
农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与实践，效果如
何？近日，记者到肃宁县进行了走访。

搭建平台，吸聚农村青年人才

青年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基层治理的实
施，吸收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党组织
十分必要。

肃宁县在推进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
发现，农村党员年龄整体偏大、创新意识
有待提高，农村青年人才流失严重，农村
青年人才密度偏低。同时，少数村发展党
员存在“人情入党”“近亲繁殖”等问题，
优秀青年入党难，有“有优未选”“有优难
选”现象，村级组织后备力量匮乏。这些
问题的存在，导致部分村级党组织凝聚
力不强，直接阻碍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为加强和改进农村基
层党建，肃宁县委组织部组织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走村入户调研，并外出学习考察。
2018年11月，全县9个乡镇都建立了青年
人才服务中心，并设立青年人才服务中心
党支部，隶属于乡镇党委。青年人才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由乡镇党委书记或党委
委员兼任。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党支部按照
经济发展型人才、基层组织领导型人才、
专业技术服务型人才、基层治理服务型人
才和其他型人才五类人才，分别建立党小
组，党小组组长一般由乡镇干部、行业领
头人的共产党员担任。以此为平台，专门
负责吸聚本乡镇农村青年人才，实现了农
村青年人才由松散状态向集中管理的转
变，引导农村青年人才向党组织靠拢。

窝北镇东芝兰村村民王满行就是这
些青年人才中的一员。王满行曾在北京
从事广告行业，一直挂念家乡的发展。他
发现村“两委”班子中青年人才少，创新
意识差，凝聚力不强，村内很多年轻人想
创业却苦于没资金。他想为改变村内的
现状做点什么，却无从下手。

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的成立，给
王满行指明了方向。经过中心的指导与
培养，王满行成为一名经济发展型人才。
他在村内创建了肃宁县盛然服饰公司，
注册了品牌，从事服装生产加工和线上
销售，年销售额达到 400 万元左右，并带
动五六十名年轻人在直播平台上销售服
饰增加收入。

如今，像王满行一样，越来越多的青
年人才加入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目

前，全县各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已吸
纳农村各类青年人才1.8万名。

全面培养，助力农村青年
人才成长

“有困难找‘中心’，想发展找‘中
心’。”师素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国
虎说起自己从蔬菜种植“带头人”成长为
村里“当家人”的经历，深有感触。

经过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的培养，
李国虎积极参与村级事务，从村内基础
设施建设到化解矛盾纠纷都有他的身
影，逐步成为基层组织领导型人才。2019
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目前，我们已建成涵盖五种类型的
农村青年人才库，在青年人才服务中心
已培养了11名入党积极分子。”师素镇党
委书记兼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耿树明说，全镇有1441名青年人才，其
中有136名党员，建立了11个党小组。

各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坚持选育
并重、管用结合，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
本领过硬、甘于奉献的青年人才队伍。

肃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向辉介
绍，各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对 45 周岁
以下的种植养殖能手、致富能人、能工巧
匠及村民代表、民政协管员、电工、巡查
员、保洁员、村医等，进行了全覆盖摸底
排查，分类建立起乡村人才“大数据”信
息库，坚持“一人一档”，实施动态管理。
其中，经济发展型人才2263名，基层组织
领导型人才356名，专业技术服务型人才
11973 名，基层治理服务型人才 1214 名，
其他型人才1977名。

对这些青年人才，肃宁县依托乡镇
青年人才服务中心积极整合乡村资源，
按照“全面培养、多维使用”的原则，结合
各村党员队伍结构现状、发展需求和青
年人才实际，遴选优秀青年人才，利用

“青年人才+创业基地”模式，进行精准培
养，每半年全覆盖培训 1 次，统筹安排乡

（镇）和村党员干部与青年人才中的党员
“结对子”，传授村务管理经验，围绕征地

拆迁拆违、脱贫攻
坚、环境整治、政策
法规宣传、致富示范
引领等工作提前安排
试岗锻炼。组织开展恳谈
会、茶话会、观摩会等活动，
交流创业心得、共谋发展思路，
征集发展“金点子”和意见建议。

该县还结合“领头羊”“素质提升工
程”，每年组织示范培训 1次，选送 360名
青年人才参加市电大、县职教中心大专、
中专学历提升班，筛选 1320 余名青年人
才参加农业农村局、人社局、工信局等部
门组织的驾驶、电商、种养等专项技能培
训，扶持培养了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
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
等，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致富领富本领。

如今，肃宁县已将农村青年人才纳
入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内容统筹管
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编入全县干部培
训规划统一安排。同时，建立健全了领导
联系、选拔、培养、使用、激励、保障制度，
推动农村青年成长成才。

提供舞台，让农村青年
人才发挥作用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树个典型带着
干。”肃宁县一手为青年人才搭建平台，
一手抓典型的培树和宣传，形成了培养
一批、带动一方、富裕一乡的人才效应。

“这款鱼竿，3.6 米的 78 元，4.2 米的
98 元……”6 月 9 日，走进肃宁县誉海渔
具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抖音平台上
直播卖鱼竿。公司总经理陈汝佳说，现在
每天通过网络直播销售，一天能卖出
1000多单。

陈汝佳是河北留善寺镇西乾泊村电
商“领头羊”。经过河北留善寺镇青年人
才服务中心的培养，陈汝佳成长为专业
技术服务型人才。陈汝佳和父亲动员全
村村民开网店，请老师、搞培训、找货源，
让乡亲们通过从事电商致富，并促使很
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靠做电

商走上了致富路。目前，全村有 100 多家
活跃店铺，年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

“听说干电商挣钱，我天天到汝佳哥
这里‘取经’，我是他的徒弟，他毫无保留
地将经营技巧传授给我，手把手教我赚
钱。”西乾泊村村民刘冲就是在陈汝佳的
带动下走上了电商之路。他曾靠打零工
维持生计，在从事电商经营后，已经盖上
了新房，买了汽车，娶了媳妇。

在树立致富典型的同时，肃宁县充
分发挥乡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的平台作
用，组织开展“千人帮百户”结对帮扶
活动，挑选政治素质好、社会责任感
强、有能力讲奉献的农村青年人才1049
名，采取多人一户、一人一户、一人多
户等形式，与 9 个乡镇的 110 个贫困户
243 名贫困人口结成帮扶对子，实现青
年人才与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青年
人才在制定脱贫计划、提供致富信息、
谋划脱贫产业、传授农业技术等方面提
供帮扶服务，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
了强大助力。

肃宁县通过在乡镇建立乡镇青年人
才服务中心，设立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党
支部，把青年人才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
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带
头人培养成村干部，为基层党员队伍、干
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心建立以来，
全县新培养青年人才入党积极分子 658
人，发展青年人才党员 172 名，共择优储
备村级后备干部 621 人，114 名优秀青年
党员进入了村“两委”班子，广大农村青
年人才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全县9个乡镇都建立了青
年人才服务中心，已吸纳
农村各类青年人才1.8万
名。中心建立以来，全县
新培养青年人才入党积极
分子658人，发展青年人
才党员 172名，共择优储
备村级后备干部621人，
114名优秀青年党员进入
村“两委”班子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
王亚娟）为提高公民自觉防范电信诈骗
和抵御毒品能力，6月23日，河间市公安
局刑警大队联合该局宣传部门、市区派
出所在公园、商场人员较为密集区域设
置宣传服务站点，开展禁毒、反诈骗宣传
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民警通过对群众发
放禁毒宣传手册，现场讲解毒品的危害
性和禁毒的必要性，使群众深入了解毒
品的现实危害，从而不断提高群众的禁
毒意识。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宣传
防范电信诈骗的常识，并详细讲解了电
信诈骗犯罪分子的作案方式和诈骗特
点，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在
发现疑似诈骗情况时要理智，谨防上当
受骗。此次活动向群众发放《当前电信网
络诈骗手段有哪些》等反诈禁毒宣传单、
宣传手册等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悬挂
宣传横幅20条，解答群众咨询400余次。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沧州市城管局在市
区12个公园广场统一规范建立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通过
常态化志愿服务举措，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为学雷锋志愿服务向基层延伸的依托，各公园广
场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严格按照“八有”标准规范建设，
即做到有明显标志、有固定场所、有固定志愿者、有服务
项目、有规章制度、有服务器材和设备、有工作台账、有集
中服务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可为市民提供爱心轮
椅、应急药品、饮用热水、广播寻人、失物招领等 10余项
便民服务。公园广场内专门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指示
牌，详细标注了地点位置及联系电话，引导有需要的游客
及时找到志愿者寻求帮助。服务站还设立了群众意见
箱，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遇节假日高峰期或根据实际需要，各公园广
场还会在适当位置增设学雷锋志愿服务岗，近距离多点
位为游客提供服务。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近日，沧州市启动“江水村
村通”工程擂台赛活动，以进一步加快全市农村江水村村
通工程实施步伐，确保年底实现全市江水村村通目标。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20年12月31日，涉及任丘市、
河间市、泊头市、黄骅市、肃宁县、献县、沧县、南皮县、青
县、盐山县、孟村回族自治县等11个县（市）。活动将充分
发挥平台作用，按照全程看进度、节点看经验、总体看实
效的原则，调动各方实施农村江水村村通工程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在推动工作中，比责任担当、比前期工作、比工
程进度、比工程质量、比建设管理，通过在比中学习，在比
中提升，在比中赶超，确保年底实现江水全覆盖。

活动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各级有关
部门将紧密围绕南水北调受水区江水全覆盖、整体推进
农村饮用水水源置换的目标，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彻底消除饮水型氟
超标危害。

河北日报讯（孔大龙）“20时至次日7时”泊位、“3分钟
即停即走”泊位、“学校、幼儿园门前”泊位……近期，部分
沧州市民注意到，一些进行了特别标注的停车泊位现身街
头，成为城市新景。据了解，为进一步缓解中心城区停车
难，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沧州市交警支队新近完成施
划了6.8万个停车泊位，其中包括1392个限时停车泊位。

据了解，市区限时停车泊位有 6大类。“20时至次日
7 时”泊位分布于一些小区、学校附近；“3 分钟即停即
走”泊位施划于小区、商场、医院门前的一些部位；“学
校、幼儿园门前”泊位位于 26个学校、幼儿园门前路侧；

“20分钟购物”泊位位于部分菜市场和沧州火车站附近；
“18 时 30 分至 21 时 30 分夜间就餐”泊位位于 30 个饭店
附近；“10分钟如厕”泊位分布在36个公厕门前。

交管部门将采用“电子眼”抓拍与交警流动执法相结
合的方式，对超时占用限时停车泊位的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限时停车泊位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调整。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邓羽）日前，沧州
市新增 4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至此，该市拥有的省级
技术创新中心总数达到45家。

这4家技术创新中心分别是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
公司的河北省锂离子电池隔膜技术创新中心、金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河北省塑料包装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沧州
会友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河北省线缆材料与工艺技术创
新中心、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河北省散料港口
技术创新中心。这些技术创新中心将加强与科研院校和
相关实验室的合作，分别建成锂离子电池隔膜、塑料包装
材料、线缆材料工艺以及智慧散料码头的研发平台，使之
转化为工程化核心技术及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王
玉）今年以来，任丘市纪委监委聚焦企业
办事痛点难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全
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
障。截至目前，明察暗访发现问题 15个，
立即整改 12 个，限期整改 3 个，筛查处置
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线索 26 件，严肃查处
党员干部6人。

为畅通举报渠道，任丘市纪委监委
制作了 2000 份 《营商环境监督卡》，发
放至全市规上企业和部分小微企业，张
贴在每个行政服务窗口，让企业能够随
时随地进行举报。监督卡将举报内容细
化为审批服务、工作作风、执法行为等
10 项。同时，发布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通告》，营造优化营
商环境执纪问责宣传氛围，多渠道接受
企业举报线索。监督卡发放以来，收集

举报线索 3 条，全部按照信访流程予以
处置，快查快结问题线索 2 个，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3人。

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联系点制度，各监
督检查室分别联系辖区两个企业，通过与
联系企业进行交流，找堵点、查漏洞，特别
是窗口部门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质
量和办事效率 4 大类问题开展监督。纪
检监察干部定期到企业开展服务，及时掌
握行政机关在为企业服务方面是否存在
不依法许可、不一次性告知、超时限许可
和许可过程中吃、拿、卡、要等问题。对企
业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后，及时协调
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联系点制度实
施以来，先后为企业协调解决了电力、环
保、交通等方面问题20多个。

市纪委监委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
办公室抽调专人组建工作专班，选择企

业开办、用地审批等相关事项，跟随办事
企业到窗口具体办理，注重发现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跟随一个招投
标项目，主要围绕编制文件、公告发布、
投标招标、评标结果公示等环节全程跟
办，重点查找在招投标工作中存在的破
坏市场秩序行为。联合财政等部门，聚
焦泰山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资金流转、
支付开展跟踪检查。进行核对、分析，发
现截留、滞留等违规问题。

针对市、乡行政服务大厅和各部门办
事大厅窗口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要求
的情况，开展暗访检查。通过电子监察
视频监控系统，对窗口单位和干部纪律
作风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及时发现并解
决漠视群众诉求、办事效率低下、工作作
风松懈、制度执行不到位、监督管理缺位
等问题。

任丘市纪委监委

筛查处置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线索26件
河间市公安局

开展禁毒反诈骗宣传

涉及11个县（市）

江水村村通工程
擂台赛活动启动

市区出现1392个
限 时 停 车 泊 位

6月24日，在南皮县五拨台村，一台机械正在开
挖用于铺设污水管道的沟槽。今年，南皮县在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中，将投资1800万元，完成31个村庄生活污
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以及2个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管网建设。 河北日报记者 张岚山摄

沧州新增4家省级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在师素镇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党委书记耿树明（中）
主持召开青年人才座谈会。（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熙正摄

▶在师素镇南李庄村的蔬菜大棚里，经过镇青年人才
服务中心培养的青年人才、村党支部书记李国虎（右一）向
种植户传授种植技术。（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熙正摄

市区 12 个公园广场
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