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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字【2020】01 号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年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进一步做好

征集大学生入伍工作的通知》及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关于紧前做好 2021 年“一年两征”大学生征集工作的

预先通知》等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现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为依据，认真贯彻落实《征兵工

作条例》和教育部、省、市征兵工作会议精神，把做好 2021 年征

集大学生入伍工作作为我校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宣传发

动，精心组织实施，狠抓政策落实，扎实做好各项服务，营造“当

兵光荣、当兵受益、当兵成才”的良好氛围，高标准、高质量、高

时效地完成 2021 年度征兵任务，努力为部队输送高素质优秀兵

员。 

二、组织机构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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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大学生征兵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学校成立征兵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领导、部署全校征兵工作，人员组成名单如下： 

组  长：李艳红 

副组长：孙建祥 吉红顺 李小六 张永红 马远超 

 

成  员：张卫华  王志文  姚爱红  李志江  李静宇 

张守文  孙久民  高国闻  侍永宝  邵立志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征兵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征兵办”，

设在教务处，主任由王志文兼任，副主任晁彩林，成员张大国 赵

建军 徐巧凤 陆丽艳 常小丹。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校征兵工作，学校相关部门和

系部各负其责。各相关单位职责如下： 

征兵办职责：1.根据兵役机关及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要求

负责研究制定征兵入伍实施方案，做好兵役登记和征兵的组织工

作；2.负责组织开展对师生员工的国防教育工作，开展征兵宣传、

咨询；3.负责对应征入伍学生信息的有关报表、统计工作，组织应

征学生进行体检；4.负责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政审；5.负责办理对应

征入伍学生是否享受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政策的条件资格、

具体金额及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审核报送及资金下发、资助系统填

报工作；6 对征兵过程中存在的、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相关领导或上

级机关汇报。 

办公室职责：1.负责办理相关部门及应征入伍学生的校章使用；



 

３ 

2.负责管理征兵工作的会议调度及车辆派遣。 

教务处职责：1.负责办理应征入伍学生的学籍保留手续并及时

上报；2.负责审核办理退役复学学生的学籍恢复及相关手续；3.负

责对录取的大一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时应注明学生可在当地报名

应征，若应征成功凭入伍通知书和新生入学通知书在学校办理学

籍保留手续工作。 

学生处职责：1.负责办理应征学生在校期间的违法、违纪审核

工作；2.入伍学生体检政审期间住宿安排。 

各系部职责：1.根据学校征兵工作实施方案，开展本系部征兵

宣传动员工作；2.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征兵工作，做好报名登记工

作，为应征学生进行品行鉴定，《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签字盖

章，入伍学生政审走访调查；3.协助学生办理学籍保留、退役后学

籍恢复等工作；4.对本单位应征入伍情况进行汇总，对学生服役期

间的表现进行跟踪，将毕业生入伍计入就业统计中。 

安全卫生处职责：1.入伍学生体检政审期间住宿出入安全管理；

2.政审期间与派出所协调相关事宜。 

财务处职责：1.负责对应征入伍学生交费情况进行审核；2.负

责办理应征入伍学生学费补偿款的返款。 

纪检监察处职责：负责对征兵工作中违规违纪情况的监督。 

三、征集对象范围 

我校全日制专科学生（重点在 2021 届毕业生） 

四、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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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龄要求 

男兵：截止当年 12 月 31 日，专科阶段在校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毕业生年满 18 至 24 周岁。 

女兵：截止当年 12 月 31 日，专科阶段在校生及应届毕业生

年满 18 至 22 周岁。 

（二）基本身体条件 

身高：男性 160cm 以上，女性 158cm 以上。 

男性：17.5≤BMI＜30，（BMI≥28 且糖化血红蛋白≥6.5%除

外），其中：17.5≤男性身体条件兵≤27；  

女性：17≤BMI＜24。 

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视力：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 4.5，不合格。任何一眼裸眼视

力低于 4.8，需进行矫正视力检查，任何一眼矫正视力低于 4.8 或

矫正度数超过 600 度，不合格。 

屈光不正经准分子激光手术（不含晶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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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眼底

检查正常，除潜艇人员/潜水员/空降兵/特种作战部队条件兵外合

格。 

其他身体条件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执行。 

五、报名方式及时间 

根据上级通知，大学生征兵宣传报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登录

国 防 部 征 兵 工 作 唯 一 官 方 网 站 “ 全 国 征 兵 网 ”（ 网 址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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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fbzb.gov.cn），按提示进行报名。 

对义务兵征兵，据《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入伍管

理办法》预征报名学生需填写《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入

伍预征对象资格审批表》到相关部门签字留存；即日登陆“全国征

兵网”报名，报名成功后，在“全国征兵网”下载打印《应征入伍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一式两份，双面打印）

并到财务处和学生处审核、盖章、留存；下载打印《大学生预征对

象登记表》（一式两份）到各系部签字、盖章、留存。女兵所需下

载打印的相关表格，以省市征兵办单独通知要求为准。 

六、大学生应征入伍优惠政策（详见附件 1：《高校大学生参

军入伍服务指南》） 

七、宣传动员 

集中宣传动员时间为即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 

（一）制作《征兵宣传册》《大学生入伍宣传单》、征兵工作宣

传展板、在学校公共场所张贴大学生入伍宣传画，让每名学生熟知

征兵条件、流程、优惠政策等（责任部门：征兵办）。 

（二）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征兵

工作，利用学校征兵 QQ 群、微信公众号、班级 QQ 群、校园网

站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构建信息传递体系，将 2021 年征兵工作

有关文件精神宣传到每一名学生，力争做到人人知晓（责任部门：

征兵办、学生处、各系部）。 

（三）各系部要组织辅导员、班主任学习大学生应征入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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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流程，组织召开主题班会，做好动员发动工作，摸清各班征

兵意向；各班级要召开主题班会，广泛动员，树立“当兵光荣、当

兵受益、当兵成才”理念，让每个学生知晓征兵政策、报名程序、

时间节点，鼓励学生踊跃报名参军（责任部门：各系部）。 

（四）做好学生的征兵报名的统计工作，并做好跟踪服务工作，

填写上报附件 2：《唐山幼专 2021 年春季征兵全校适龄男生统计

表》（责任部门：征兵办、各系部）。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了有效解决“征兵难”，

各相关部门、各系部要重视征兵工作，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把

征兵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列入日常议程来抓，认真负责，

明确要求，狠抓落实，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征兵

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提高认识、广泛宣传发动。要着眼征兵主体向大学生转

移的目标要求，不断提高征兵宣传工作的思想认识，不断创新征兵

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班团会、班级 QQ 群、微信公众

号、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加强征兵宣传，引导学生算好“政治账”、

“经济账”、“进步账”，激发学生参军入伍的积极性。营造“参军

光荣，入伍成才”的良好氛围，把征兵工作的意义、政策、具体要

求和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三）具体任务、目标、要求 

1.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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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征兵任务数省里暂时还没下达，按去年推算我校

2021 年征集任务：在校生 3 人应届毕业生 3 人；报名人数：在校

生 15 人，应届毕业生 15 人。 

2021 年春季征兵目标：报名人数 10 人，其中在校生 5 人，

应届毕业生 5 人；入伍人数 2 人，其中在校生 1 人，应届毕业生

1 人。 

2021 年秋季征兵目标：报名人数 20 人，其中在校生 10 人，

应届毕业生 10 人；入伍人数 4 人，其中在校生 2 人，应届毕业生

2 人。 

2.要求 

（1）各系部要在放假前召开专科阶段适龄男生动员会，宣传

入伍政策，争取完成争取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2021 年春季

征兵报名数目标，并上报《唐山幼专 2021 年春季征兵全校适龄男

生统计表》。 

    （2）假期期间各部门按照职责为 2021 年春季应征报名学生

提供服务。 

（3）寒假开学后及时统计各系部报名体检政审情况，进一步

加强动员。对 2021 年春季征兵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并进一步

部署秋季征兵工作。 

唐山幼专征兵咨询电话：0315-7381911 

唐山幼专征兵 QQ 群：731982584 

2020 年 12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