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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科技特
派员引进的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使茶
叶平均价格由 60元/公斤上升到 120
元/公斤；在集美区灌口镇，科技特派
员聚焦扶持仙景芋产业，帮助农民增
收……

近年来，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工作，市委
组织部、市科技局、市人社局等相关
部门在做强队伍、搭建平台、精准对
接、强化保障等方面大胆创新，坚持
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充
分发挥科技特派员队伍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引擎带动作用，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创新选派机制
不拘一格选才

2018年，《厦门市深入推行科技特
派员制度的实施意见》出台，因地制宜
实行“下派制”和“平台制”，深化服务

“三高”企业和脱贫攻坚领域，充分发
挥区级力量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如
今，该市科技特派员队伍不断壮大，已
成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
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
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平台制”，即建立“厦门市科技
特派员与技术服务对接平台”，依托
市科技局网站和微信小程序同步运
行。现已注册个人科技特派员 905
人、法人科技特派员 43家，平台科技
特派员灵活对接各区需求，开展技术

服务和产学研合作。
“下派制”，即以岛外四区 23个

镇街的需求为导向，选派市、区两级
科技特派员实地进驻各个镇街。
2018年至今，累计下派 207名科技特
派员，积极参与该市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开展创新创业
助力农民增收

为支持科技特派员创业，提升其
进一步服务“三农”能力，厦门市从建
立创业链和创业基地入手，构建各类
涉农创新创业平台，引导科技特派员
开展创新创业，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撑。“厦门虾苗”的成功
就是一个生动写照——厦大海洋与
地球学院、海洋三所、集美大学的科

技特派员，牵头联合省内 10多家企
业建立福建省对虾种质资源与遗传
育种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获得了国
家审定的 5个水产新品种，其中，“厦
门虾苗”销量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

集美区灌口镇科技特派员聚焦
扶持仙景芋产业，从育苗、种植、病虫
害管理、深加工、销售，全方位提供科
技服务；同安区莲花镇科技特派员引
进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使茶叶平均价
格由 60 元/公斤，上升到 120 元/公
斤；翔安区新圩镇科技特派员指导开
辟40亩试验基地，遴选出3个适合本
地种植的优质马铃薯品种，示范种植
200亩，同时推动 1600多亩龙眼高接
换种……近年来，该市许多下派制科
技特派员深入各村居，助力当地农民
增收。 （下转2版）

据人民日报报道“三季度我国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在10月23日举行的人社部三季度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
卢爱红介绍，1—9 月城镇新增就业
89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9.8%；9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 5.4%，
低于预期控制目标。

制造业复苏明显
人才需求旺盛

发布会上，人社部对外发布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
工”的 100个职业排行，营销员、保洁
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品营业员
位列“最缺工”职业前 5名。快递员
用工短缺现象有所缓解，排名从二季
度的第二名下降至第九名。

数据显示，三季度“最缺工”100
个职业的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
环比“双下降”。其中，招聘需求人数
降至 131.6万人，环比下降 11.6%；求
职人数降至 49.2 万人，环比下降
33.8%；用人缺口数从二季度的 74.6
万人上升到82.4万人，上升10.5%。

从行业分类看，制造业复苏明
显，人才需求旺盛。三季度，有 28个
职业新进入榜单，其中，19个与制造
业直接相关，占比达 67.9%。与二季
度相比，有 15个职业短缺程度加大，
其中 5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
比达30%，如铣工、装配钳工、工具钳
工。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职业短缺程

度得到缓解。除“缝纫工”仍保留在
榜单内，医用材料产品生产工、药物
制剂工、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等 5个
职业均退出榜单，短缺程度明显缓
解。

“从三季度的就业数据看，很多
指标都恢复到正常状态，就业形势稳
中向好，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旧突
出。”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说，
在“最缺工”100个职业之外，去产能
产业和传统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仍
然较低，一线城市、高校毕业生群体
的就业市场竞争仍然激烈。

保就业效果显现
民企招聘活跃

“截至 9月，基本养老、失业、工
伤三项社会保险共为企业减免社保
费 9107亿元，缓缴社保费 616亿元；
1—9月，共向564万户企业发放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 850 亿元，惠及职工
1.45亿人。”卢爱红说。

“真金白银”支持政策的落地，有
力帮助企业保住岗位、稳定就业。日
前，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智联招聘共同
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
场景气报告》显示，三季度民营和股
份制企业的招聘需求人数不仅实现
了环比增加，同比增幅也达到了
19.45%和 17.51%。合资、国企、上市
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招聘需求人
数虽然不及去年同期，但也实现了环
比增长。

“在各项保就业、稳就业政策的

支持下，我国各类型企业的用人需求
正在逐步恢复。”曾湘泉说。

此外，我国灵活就业的形式日趋
多样，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渠道、吸
纳就业的“蓄水池”。

卢爱红表示，接下来，人社部还将
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拓渠道、优环境、强
保障等举措，为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
业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全力以赴稳
定就业大局。一方面，通过优化自主
创业环境，在审批、管理、资金、场地等
方面给予“四免”支持，鼓励个体经营
发展。例如，在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
间内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无
须办理营业执照；对经批准占道经营
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落实阶段性
减免国有房产租金政策，帮助个体经
营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减轻房租负担；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改造免费经营场
地，优先向重点群体提供。“另一方面，
人社部门还将通过新职业的发布、开
展针对性技能培训、拓宽公共就业信
息服务范围等方式，支持劳动者多渠
道灵活就业。”卢爱红说。

发力技能培训
缓解结构性矛盾

面对依旧突出的就业结构性矛
盾，职业技能培训是破解矛盾的关键
举措。

“今年以来，我们快速跟进出台
线上培训政策措施，推出互联网+职
业技能培训计划，实施百日免费线上
技能培训行动，让劳动者可以便捷参

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人社部职业
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截至目
前，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实名
注册学员超过 1300 万人次，超过
1200万人次参加线上培训。

同时，各项针对重点群体的专项
培训计划也纷纷出台。5月推出农民
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年底前
将培训农民工超 700万人次，促进农
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改善农民工就业
结构；7月启动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渔
民职业技能培训，帮助禁捕退捕渔民
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实现上岸转移
就业；10月启动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
训计划，计划在2020年至2022年，培
养培训各类康养服务人员500万人次
以上，其中养老护理员 200万人次以
上。“接下来，人社部将通过加强培训
结业考核，严格证书管理，严把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考评环
节，以确保培训效果扎实有效。”张立
新说。

发布会上，卢爱红还介绍了人社
扶贫的最新进展。截至9月底，25个
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34.4
万 人 ，是 去 年 外 出 务 工 人 数 的
107.5%，其中 52 个挂牌督战县已外
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5.7万人，是去
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16.2%；东部 9省
市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793.5
万人，是去年吸纳人数的 96.9%。中
西部 22个省份扶贫公益性岗位供安
置贫困人口494.9万人，3.2万个扶贫
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43.1万人。

三季度我国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898万人

本报讯 省人社厅、教育厅、扶贫办、财政厅日前联合出
台《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专项攻坚行动的
通知》，把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全面纳入就业帮扶专项攻坚行
动，使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全面帮扶就业到位。

此次就业帮扶专项攻坚行动对象包括2020届福建生源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
高校毕业生和残疾高校毕业生，福建生源离校1年及以上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2020届省内院校生源地为52个未摘帽贫困
县并有意愿在福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持续做好本校高校毕业生重点群
体就业跟踪服务，为暂未就业的推送 3—5个针对性岗位信
息。要重点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跟踪服
务，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需求清、求职进展清。各级人社
部门要及时将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全部纳入实名制跟踪服
务，推送公益性招聘活动信息，推荐不少于 3个针对性岗位
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对有创业意愿的，全部纳入创业培
训，按创业培训每人不超过 12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项目补
助。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并正常经营 6个
月以上的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为其发放不超过
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有能力提升需求的，组织其参
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按就业技能培训每人不超过 1000元
标准给予培训项目补助。

同时，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每吸
纳 1人并稳定就业 1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给予 1000元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各地、各有关部门在
开展国有企业招聘、科研助理岗位吸纳工作中，要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用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 （本报记者）

本报讯 今年来，龙岩市在全国率先建立“支企服务专
员”制度，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工业园区企业驻点工作，“点对
点”协助落实援企政策，受到园区和企业的欢迎和认可。

在“三支一扶”计划的基础上，龙岩以市政府名义出台
文件，建立“支企服务专员”制度，明确从 2020年到 2023年，
每年从市内全日制普通高校、市外全日制普通高校龙岩生
源高校毕业生招募一批优秀毕业生到工业园区，专职从事
服务企业工作，每批服务期限两年。

该市同步制定支企服务专员专项管理办法、招募派遣
办法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四支一扶”服务体系。支企服务
专员由人社部门和工业园区管委会共同管理、使用、调配，
确保人员管理不脱节、经费保障有着落。

参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模式，围绕龙岩经开区企业类
型，该市设置经济金融、智能机械、生物医药、环境科技、综
合服务岗等5大岗位。首批10名“支企服务专员”经过层层
选拔，从57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并通过为期3天的专题培
训，培训合格后在龙岩经开区正式到岗服务。

该市紧贴企业需求，针对企业对部门政策特别是新出
台的政策不熟悉、掌握不全面的问题，由驻点服务的支企专
员深入企业调查摸清情况、对接需求、解读政策，帮助企业
全面掌握政策内容和办理程序。支企服务专员日常加强政
府部门与企业的沟通联系，“一对一”跟踪服务企业，及时把
企业的困难需求、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等第一手资料及时
反馈给有关部门，为政府职能部门、园区管委会提供决策参
考，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

对支企服务专员强化政策保障，该市加强考核管理。
考核工作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期满考核，并实行季度
汇报、年度述职评议制度，考核结果报市人社局备案。向支
企服务专员按月发放生活补贴，给予每人 3000元标准发放
一次性安家费补贴，统一办理社保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支企服务专员同等享受市级“三支一扶”相关优惠政策，政
策保障力度大、有吸引力。明确支企服务专员要认真履行
职责义务、遵守工作纪律，高效完成交办的工作任务。

（通讯员 邱小尧）

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厦门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纪实

我省全面帮扶毕业生重点群体就业

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龙岩市首创“支企服务专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