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党
建指导员，走访流动党员 217、226支
部，将为新冠肺炎疫情捐款凭证及学
习书籍送到每名党员手中，而后与支
部党员座谈，了解各单位复产复工推
进情况、支部党建工作开展面临的困
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通讯员 陈建军）

流动党员中心走访流动党员支部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德化县召开“学习五四寄
语精神 畅谈新时代瓷都青年新作为”在京德化籍青
年座谈会，德化青年创业代表及在京德化籍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重点大学硕博研究
生、本科生近30人参加。

座谈会上，曾才贵、郑衍彬2名创业就业青年代
表立足自身实际，畅谈成长心路、创业就业心得；在
京德化籍青年们结合自身学习专业，纷纷发言交流，

积极为家乡发展谋策献计。德化县领导表示，希望
广大青年充分发扬榜样引领的作用，心系家乡，为家
乡引才引智引力。

近年来，德化县深入开展“吸引国内外高水平高
校毕业生专项行动”，出台鼓励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
创业24条优惠政策，积极发动大学生申报省市创业
资助项目，落实大学生来德就业创业安居补助71.78
万元，惠及大学生238人次。 （通讯员 陈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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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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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企业文化

实现成人达己
王诗榕认为，诚信不仅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助

推器，也是传家的大法宝。坚持诚信，以工匠精神
一点一滴推动创新，依托核心竞争力构筑传统产
业发展的新支撑，这正是信和新材料从一家卖涂
料的小店成长为涂料行业翘楚的基石。

20多年来，信和新材料稳健发展，不骄不躁，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一是坚守“信誉为
本、和气生财”的文化，诚实守信、真诚服务；二是
坚守书香文化，坚持在企业内部倡导阅读，从老板
到员工，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三是坚守企业担
当，致力于社会公益发展的文化。

对于信和新材料而言，如果说诚信文化用以立
人，那么书香文化则意味着育人。从发展之初，信和就

将阅读文化贯穿始终。早在20世纪90年代，信和新材
料刚刚建厂伊始，就设立了员工阅览室；又在2006年
新厂建设时，同步配套新型阅读学习平台；2009年，信
和职工阅览室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模范职工
书屋”。近年来，信和新材料又与时俱进发展电子阅
读，组织开展主题学习活动，丰富学习内容。

除了提供学习平台，信和新材料常年聘请涂料
行业知名专家担当技术顾问，对企业技术人员进行
辅导；和国内外多家高校及涂料研究机构、企业建
立密切合作关系，常年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到公司
指导交流，同时为员工提供“走出去”学习的机会。

如今，信和新材料同时拥有院士工作站和博士
工作站，在其崇尚学习创新的文化土壤中，培育出一
批又一批具有信和独特品质的高质量高技术人才。
他们务实勤勉、热爱学习、创新发展、奋进不止。信和
新材料众多的创新成果，看似偶然，实则是水到渠成。

王诗榕不仅专注内部的人才培育，还从教育

入手关注社会公益。公司设立的信和慈善基金、
王季良奖学奖教基金会多年用于帮助困难的莘莘
学子。同时，信和新材料还积极参与其他社会公
益。疫情期间，公司向湖北荆门捐赠烯龙石墨烯
电暖壁画和智能温控器，以实际行动支援湖北。

王诗榕不仅是优秀企业家，还是社会活动
家。作为泉州市政协常委、洛江区政协副主席、洛
江区商会会长、九三学社泉州市委员会副主委，他
积极建言献策；作为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
国涂料工业大学董事长、泉州市军民融合产业发
展促进会会长、泉州市装备制造业协会监事长，他
积极推动行业交流与发展。

优秀的文化基因，成为信和人共同前进的感
召力。王诗榕认为，只有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为员工创造美好生活、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才
能最终发展和完善自己，企业也才能越走越远。

（通讯员 张跃良 张少榕）

第三产业成吸纳就业主渠道

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71万人，其中城镇
就业人员44247万人。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
业人员占 25.1%；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 27.5%；第三产
业就业人员占47.4%。

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其中本地农
民工1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外出
农民工17425万人，比上年增加159万人，增长0.9%。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有546万城镇失业人
员实现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79万人。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94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2%。年
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全年全国共帮助5.1
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选派3.1万名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年末累计帮
扶1213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2019年
第四季度，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27，全国
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供求总体保持平衡。

年末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96万家，从
业人员 67.48万人。全年共为 4211万家次用人单位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帮助 2.55亿人次劳动者实现就
业、择业和流动服务。

三项社保收入同比增长3.6%
贫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2019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59130亿元，比上年增加
2040亿元，增长3.6%；基金支出合计54492亿元，比上
年增加5285亿元，增长10.7%。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存62873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96754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2461万人。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
收入 57026亿元，基金总支出 52342亿元。年末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62873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434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586万人。其中，参保职
工31177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12310万人，分别比上
年末增加 1074万人和 513万人。年末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执行企业制度参保人数为37905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1422万人。

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2919亿
元，基金支出49228亿元。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累计结存54623亿元。2019年，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3.5%，基金调剂规
模为6303亿元。

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3266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874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
16032万人。2019年共为 2529.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1278.7万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贫困群体代缴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费近42亿元，为2885.5万贫困老人发放
养老保险待遇，6693.6万贫困人员从中受益。全国
5978万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实现贫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

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107亿元，基
金支出3114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存8249亿元。

年末全国有9.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
工2548万人。年末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17985亿元。

年末失业保险基金
累计结存4625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20543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 899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为 22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万人。全年共为 461万
名失业人员发放了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比上年增
加9万人。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水平1393元，比上年增
长10.0%。全年共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代缴基本医
疗保险费 98亿元，比上年增长 6.1%。全年发放稳岗
补贴惠及职工 7290万人，发放技能提升补贴惠及职
工122万人。

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284 亿元，基金支出
1333亿元。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4625亿元。

年末工伤保险基金
累计结存1783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 25478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 1604万人。截至 2019年末，全国新开工工
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为 99%。全年认定（视
同）工伤113.3万人，评定伤残等级60.7万人。全年有
194 万人次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819亿元，基金支出 817
亿元。年末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1783亿元（含储
备金262亿元）。

3234.4万人取得各类专技证书

年末全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累计18.2万人，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6100多人。深入开展专家服
务基层工作，遴选实施59项专家服务基层示范项目，遴

选设立19个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1400多名专家深入
基层一线，培训指导基层专业技术人员9万多人。

全年全国共有 1720.9万人报名参加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321.4万人取得资格证书。年末全国累
计共有3234.4万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稳步推进。全年举
办 300期高级研修班，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约 2
万人次；开展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和岗位培训
112.1万人次；新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
地 20家，总数已达 180家。新疆、西藏少数民族专业
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深入实施，全年选拔培养 400
名新疆特培学员和 120名西藏特培学员，组织 4期赴
新疆、西藏特培专家服务团活动。

年末全国共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719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3332个，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23.3万人。

年末全国共有技工院校 2392所，在校学生 360.3
万人。全国技工院校共招生 143.0万人，毕业生 98.4
万人，面向社会开展培训 432.3万人次。年末全国共
有就业训练中心2456所，民办培训机构22496所。全
年共组织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877.1万人次，主要涉
及培训企业职工646.9万人次，培训农民工741.4万人
次，培训贫困劳动力259.7万人次，培训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135.5万人次，培训高校应届毕业生99万人次。

年末全国共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9152个，职业技
能鉴定考评人员21.7万人。全年共有1075.9万人次参
加职业技能鉴定，861.9万人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其
中28.4万人次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2019年 8月 22日至 27日，我国代表团派出 63名
选手参加了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全部56个项目的比赛，共获16枚金牌、14枚银牌、5
枚铜牌和17个优胜奖，荣登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
分第一名。

2019年组织开展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8项，
涵盖 43个职业（工种）和 4个世界技能大赛新增参赛
项目，开展国家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 52项，覆盖 105
个职业（工种），共1000多万人次参加比赛。

2019年，牵头组织 1500多名全国先进模范人物
出席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观礼活动，扎实开
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统计发放工作。积
极参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评选颁授工作，持续
推进省部级表彰奖励工作。严格履行评比达标表彰
项目审批，从严从紧清理创建示范活动，实行目录清
单管理。强化对表彰奖励获得者事迹的宣传，营造尊
崇模范、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事业单位聘用制度推行基本实现全覆盖，工作人

员聘用合同签订率超过 96%。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岗位设置完成率超过 97%。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全面推行，2019年全国公开招
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82.2万人，其中中央事业单位
6.8万人，地方事业单位75.4万人。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策，推进公立医
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为83.1万名劳动者
追发工资等待遇79.5亿元

2019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年
末全国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
的集体合同累计175万份，覆盖职工1.49亿人。经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且在有效期内实行特殊
工时制度的企业8.4万户，涉及职工1480万人。继续
开展企业薪酬调查工作，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全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基层调解组织和仲
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211.9万件，涉及劳
动者238.1万人，涉案金额489.7亿元。全年办结争议
案件 202.3万件，调解成功率为 68.0%，仲裁结案率为
95.5%。终局裁决17.7万件，占裁决案件数的41.2%。

全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主动检查用
人单位 135.1万户次，涉及劳动者 5140.8万人次。书
面审查用人单位 160.6万户次，涉及劳动者 6621.9万
人次。全年共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11.2 万
件。通过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为 83.1万名
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79.5亿元。共督促用人单位
与 78.6万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督促 0.5万户用人
单位办理社保登记，督促 1.6万户用人单位为 17.9万
名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费 6.7亿元。加强人力资源
市场监管，依法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2601户。

全国社会保障卡
持卡人数为13.05 亿人

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为 13.05 亿人，覆
盖所有地市和 93.2%人口。电子社保卡在所有地市
共 297个APP等渠道开通申领服务，累计签发 9092.5
万张，形成社会保障卡线上线下“一卡通”服务。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于 2019年 9月 15日正式上
线运行，“掌上 12333”APP同步开通，已提供 9类 22
项全国“一网通办”的社保服务，总访问量超过 5000
万人次。全国 12333电话服务全年来电总量约 1.48
亿次，其中接听总量约 1.2亿次，综合接通率为 81%，
人工服务实现地市级全覆盖。

（记者 卢芸斐）

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技术技能人才增长
6月4日，人社部发布《2019年度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

显示，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247万人，就业形势总

体平稳。

本报讯 宁德市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
探索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人才振兴之路，近日出
台《“十百千万”专家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实施方案》
等政策措施，推动专家人才向乡村振兴一线流动，
有效破解人才缺失瓶颈，引导各类人才形成合力
助推乡村振兴。

目前已设立17个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搭
建专家服务与乡村发展对接互动的有效平台，匹
配基层需求与专家资源，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咨询、
合作研究、成果转化运用，促进产学研合作。

抽调市县涉农部门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高校科研院所高端人才，选派 303 名市级科
技特派员，分赴乡镇开展科技服务，重点服务省
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和产业薄弱村，开展技术服
务、科研攻关、成果转化和创业活动。市财政每
年统筹 1500万元对产业、科研、示范项目进行补
助，安排 500万元用于科技特派员工作生活保障
及绩效奖励。

摸排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技术问题，筛选乡
村振兴需求，遴选不同领域的专家。专家结合问
题对症下药，开展“问诊式”服务，在基层一线开展
集中讲解。2019年以来共组织专家2859人，围绕

乡村振兴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需
要，开展对口支援和服务活动，切实解决乡村振兴
中存在的问题。

遴选市、县两级企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
才、技能人才和乡土人才组建万名专家“智库”，为
服务乡村振兴储备人才。目前已收集汇总 11321
名专家信息，其中高技能人才300名，市直专技人
才 3049名、县级专技人才 7972名，涉及卫生、教
育、农业技术、水利等领域，实现了茶叶、水产、食
用菌、水果等“8+1”特色产业全覆盖。

（通讯员 阮志峰）

宁德市实施“十百千万”行动

引导各类人才助推乡村振兴
激发用人主体活力 提升引才聚才质量

本报讯 泉州市日前印发《“探索激发用人主体活力的有效办
法”重点项目实施方案》，通过落实重点人才项目，激发用人主体活
力，打通人才发展环境的“神经末梢”，提高泉州引才聚才竞争力。

制度改革方面，强化用人单位自主权，推动人才自主评价、人
才积分制管理、人才职称评聘等制度改革扩面提效。今年泉州市
将跟踪指导113家试点企业开展人才自主评价；总结石狮市、南安
市人才积分制评价经验做法，鼓励县（市、区）推广“人才层次+贡
献大小”的积分制评价体系。同时争取承接省级产业职称改革试
点，逐步下放中级职称评审权。探索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
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改进非公领域职称评审。

推动政策融合，促进服务提效。整合市县两级涉才涉企部
门政策资源，特别是产业、科技、人才等政策包，引导用人主体用
项目引才、用平台聚才。构建“一中心、一专窗、多站点”的服务
网络，实现市县两级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联网式运作。推动市
级“人才之家”标准化服务。加快打造人才工作信息化云平台。

突出平台嫁接。分类盘整在泉各类引才引智平台、高端
创新平台，整合制作对接指南并挂网推介。鼓励用人主体通
过机构引才，引导用人主体“以才引才”。常态组织企智对
接。采取云端视频、专场对接等方式，分领域策划对接活动。

突出引领示范。强化企业家的人才工作主体意识。泉州市
将举办民营企业家示范培训班；常态联系100家规模以上企业，
精选支持200家战略性成长型中小企业，鼓励建立健全现代企业
管理制度，提升抗风险能力。同时选树用人单位典型，通过典型
经验宣传，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通讯员 沈忠华）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试点企
业名单公布，丰泽区领秀文旅集团、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双双上
榜，获得“人才自主认定权”。加上去年入选的南威软件、匹克
体育、南方路机等4家纳税额超千万元的龙头企业，目前丰泽
区共有人才自主评价试点企业6家。

各试点企业对标《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结合企
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人才岗位特点，坚持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
求为基础，以能力、绩效、贡献评价人才，重点倾斜专业技术人
员和一线技能人才。通过企业自主评价认定的人才，同等享
受泉州市第一至第七层次人才相应政策待遇。

目前，南威软件、匹克体育、南方路机等 4家首批试点企
业，已先后出台人才自主评价工作方案及管理制度，认定高层
次人才11人（其中，第三层次人才4人、第四层次人才3人、第
五层次人才3人、第六层次人才1人），主要集中在生产一线关
键岗位，且多为业绩突出的骨干员工。 （通讯员 陈泽吉）

泉 州

丰泽6家企业获“人才自主认定权”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