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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完善管思
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机制，推动
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

中央以往提的最多是能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此次用人导向新增“优者奖”，透露了中央在
用人方面的最新思考。

用一贤人则群贤至。我们党对用人问题非常
重视，习近平多次强调：“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
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

优秀干部就是风向标。培养一名好的领导
干部，需要倾注非常多的精力。需要在艰难困
苦中经受磨砺，需要在复杂环境中看担当、看作
为。可以说，各个领域、层级的优秀干部是我们
党的宝贵财富。

怎么让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用好用足而且
还能留得住，对我们党组织路线的健康发展意
义重大。

毋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些昏
官、懒官、庸官，经过几年的整治，逐步形成了能者
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令党风、政风为之
一新。但这三者主要是从组织角度做的制度设
计。此次新提出“优者奖”，进一步明确要对优秀
干部给予奖励，不光是“能者上”给位子，还要对拔
尖的人才给精神上的荣誉、给物质上的褒奖。

习近平一直强调对“优秀者”给予奖励。在
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上，他给东北振兴开

“药方”，其中就有一味药是“优者奖”。他强调，
“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正向激励，树立鲜明用人导
向，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褒奖”。

有舞台就是“能者上”，受褒奖就是“优者奖”。
在这次抗疫中，中央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
用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
不敢担当、作风飘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
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已经传递了非常明确的用人导向。

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和单位用人还存在搞平衡、欺负老
实人的情况，年度评优排排坐，有了位子论资历，让不少优
秀干部气短心凉。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将“优者奖”制
度化，还需组织部门在激励机制、考核机制、容错机制等方
面下更多“绣花”功夫，真正让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
秀干部人尽其用、人岗相适，不仅有为有位，而且理直气壮
享受组织、社会、国家给予的奖励。 （学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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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组部近日公布的
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
为 9191.4 万名，比上年净增 132.0 万
名。党的基层组织 468.1万个，比上年
净增7.1万个。

党员数量平稳增长。全国党员总量
增幅为1.5%。全年发展党员234.4万名，
比上年增加28.9万名，产业工人、青年农

民、高知识群体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
会组织中发展党员数量增加明显。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工人（工
勤技能人员）644.5万名，农牧渔民2556.1
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1440.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
理人员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767.8万名，学生196.0万名，其他职业人
员710.4万名，离退休人员1866.1万名。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9191.4万名

本报讯 7月 1日下午，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隆重集会，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动员部
署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
群众满意”模范机关。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党
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廖世
铢，为与会全体党员干部上题
为《强化政治机关意识 坚定走
在前作表率》的党课（如图）。
他指出，要准确把握政治机关
的内涵，努力夯实走在前作表
率的理论基础；要正确认识建
设政治机关的目的和意义，自
觉承担走在前作表率的使命任
务；要全面提升建设政治机关
的质量和水平，不断强化走在
前作表率的责任担当。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是
政治机关，市场全体党员干部要始终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努力建成“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模范机关。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创建“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模范机关动员部署会上，廖世
铢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创建模范机关的重要意
义；要强化政治担当，高质量高
标准开展创建模范机关活动；
要推动责任落实，确保创建模
范机关任务落地见效。在“七
一”之际部署开展模范机关创
建，是迎接党的 99周年华诞的
实际行动，市场全体党员干部
要牢记初心、勇担使命、不负韶
华，推动模范机关创建活动取
得实效，推动人事人才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大力推进新时代
新福建建设作出新贡献。

会上还举行 6 位新党员入
党宣誓仪式。最后，大会在庄严

的《国际歌》歌声中闭幕。
市场在榕全体员工、各分部主要负责人近

150人参加大会。驻省人社厅纪检监察组一行到
会指导。 （本报记者）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隆重集会庆祝建党99周年
动员部署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模范机关

本报讯 7 月 6 日上午，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 2020年省政
府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市场自
身建设和当前抓好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代省长王宁在 2020年省政府第
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站位高、内容实、要求
明确，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要认真学习领会，切
实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要讲政治，讲担当。全方位推
动福建高质量发展超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赋予福建的重要历史使命，要认真贯彻
落实，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善于从政治
上看待问题，把讲政治体现在工作中、日常行
为上。要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落实“六稳”要求

和“六保”任务，为打好“三大攻坚战”和战胜疫
情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要按照打
造担当、服务、创新、实干、廉洁的政府要求，树立

“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
识，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四下基层”“四个
万家”的优良作风，闻风而动、紧抓快办，开短会、
讲短话，主动深入基层一线解决问题，办实事，增
强执行力和落实力，用好“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
化”工作方法，建立和完善重点工作落实机制，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提升人才公
共服务质效。

会议要求，要认真抓好当前几项重点工
作。一是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要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精准有

效做好市场疫情防控。二是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要深刻吸取泉州欣佳酒店坍塌、浙江温岭
油罐车爆炸等安全事故经验和教训，对市场前
阶段开展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查出的问题，
一项项抓整改。三是抓好防汛防台风。要牢固
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对市场防汛防台风做
到早安排早部署。四是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
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细致研究下半年工作措施，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五是抓好巡视问题整
改。对巡视发现的问题不等、不停、不看，坚持
做到边巡边查边改，努力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推进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职责使命的完成。

市场党组成员、副处级以上干部、各分部
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推进职责使命完成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认真学习贯彻2020年省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突出重点难点，坚持扩岗稳岗，牢牢把
握稳就业保就业主动权，全省就业局势总体平
稳。1—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22.77万人，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业 7.21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 0.79万人；5月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3.64%，保
持在 4.2%的目标线内。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困难人员
等是就业工作重点群体。今年以来，我省实施

“十个一批”大学生扩岗行动，拓宽高校毕业生
就业渠道，预计可实现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不低于去年。为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全省通

过包机、包车、包专列（车厢）方式累计接回返岗
员工 7.84 万人。同时，支持退役军人免费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着力解决退役士兵补缴社会
保险费问题，助力退役军人多渠道就业创业。
截至 5月底，我省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中养老
保险缴费率居全国第一，养老保险办结率居全
国第三。

为确保困难群众“一个都不掉队”，我省对离
岗失业人员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提高临时
价格补贴标准，支持以工代赈、公益岗位兜底安
置，确保零就业有劳动力的困难家庭至少有 1人
就业。截至 5月底，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有

就业意愿实现就业10.88万人，就业率99.93%。
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今年以来，我省大力

实施社保费阶段性减免缓政策，在国家允许条
件内，最大范围、最大幅度、最长期限顶格落实
减免缓，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2—5月，共为
44 万多家参保单位减免社会保险缴费 92.63 亿
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86.91亿元、失
业保险 1.75 亿元（不含厦门）、工伤保险 3.97 亿
元。同时，加大援企稳岗力度，鼓励企业不裁
员、少裁员，目前全省已发放稳岗返还 10.38 亿
元，惠及企业13.4万家、职工 272.43万人。

（本报记者）

前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7万人

本报讯 近日，中央组织部、人社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通知》，拓宽高校
毕业生就业渠道，助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通知提出，鼓励高校毕业生围绕社区服务需求就业创业，支
持社区服务类企业、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或组织见习，
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和灵活就业。社区工
作者队伍出现空缺岗位优先招用高校毕业生，着力补齐新冠肺
炎疫情社区防控中暴露出的社区工作力量短板，完善政府购买
社区服务政策措施，培育发展各类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通过服务供给增加带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通知强调，强化高校毕业生社区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加
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观念引导，关心城乡社区就业创业高校
毕业生成长发展，加大从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
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街道（乡镇）干部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要将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
业创业纳入就业、人才和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将高校
毕业生在城乡社区就业创业情况纳入文明城市（区）、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测评体系。 （记者 张寅）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创业

本报讯 7月 6日，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
计局向社会发布9个新职业。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加上
此前发布的29个新职业，目前共发布38个新职业。

此次发布的9个新职业分别是“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
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
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
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除了发布新增职业外，此次还发布了一些职业发展出的新
工种，如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的“直播销售员”，人们熟知
的“电商主播”“带货网红”有了正式的职业称谓。除此之外，

“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小微信贷员”“劳务派遣管理员”“泥板画
创作员”等5个工种也成了正式的职业称谓。为助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扩大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从业者队伍，此次新职业发
布还将原有的“公共卫生辅助员”职业下的3个工种——“防疫
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分别上升成为新职业。

此批新职业主要涉及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
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的新业态领域，以及适应贫困劳
动力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需要的促进脱贫攻坚领域。

据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加快
新职业的职业标准开发，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全面提升从
业人员素质和技能，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周丽华）

人社部再发布9个新职业

本报讯“要进一步对标对表，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事业发展的使
命担当，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坚强的人
才和智力保障。”7 月 6 日上午，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
集中学习《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廖世铢在
会上交流学习体会时表示。

市场党组成员、副处级以上干部、各分部主
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参加学习，从不同角度，
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与会人员认为，
《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向我们还原了习近
平总书记当年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进
行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重
大实践，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尚政治品格、
深厚赤子情怀、强烈责任担当、务实工作作
风。通过学习，越来越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一

以贯之践行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越来越感
受到其中厚重的真理味道、理论味道、实践味
道，加深了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理解领会，对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地践行
初心和使命，具有重要的教育性、示范性和指
导性。

与会人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留下
了太多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我们要认真学
习领会、细细品味习近平总书记优秀的政治品
质、深邃的战略眼光、博大的胸怀、高度负责的
责任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进一步增进对习
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
同。要把学习《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成果
转化为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服务意识、推
动高质量发展超越中去。要学习弘扬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

推行“深入基层、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想人
才之所想，急人才之所急，大胆试、大胆闯，不
断创新服务产品，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把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建设成为全国一流、国际先进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刊发以来，在中
国海峡人才市场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采取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支部集中学习、主
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持续深入学习采访实录，
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大家表示，要怀着特殊
感情学、带着特殊责任学，充分感悟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科学理念、重要部署、
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超越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

（本报记者）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使命担当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党组中心组集中学习《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