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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霞浦县委人才办以人才日系
列活动为契机，邀请工商银行霞浦支行深
入企业，为人才提供“送卡上门”贴心服
务。近日，工商银行霞浦支行工作人员来
到人才相对集中的中核霞浦核电有限公
司，为满足条件的核电员工办理“三都澳
英才卡”。当天，成功办理“三都澳英才
卡”68张，达成办卡意向7人。

据悉，持有“三都澳英才卡”的人才可
享受各相关部门提供的政务快捷服务、住
房保障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公共场馆服
务等 12项高效、便利、优质的人才优待服
务。截至目前，霞浦县共累计发放“三都
澳英才卡”159张，并在县行政服务大厅、
县住房公积金中心、新华书店等公共场所
设立“三都澳英才卡”绿色服务通道，贯
彻落实持卡人才的优待政策，让人才在霞
浦工作生活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通讯员 林峰）

霞浦县“送卡上门”服务人才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本报讯“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莆田
市创新柔性引才机制，注重高端人才引进
使用与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育集聚“双
向发力”，加快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莆田市结合全市产业发展布
局和人才需求实际，深化改革创新，出台
《关于支持“双招双引”的十条意见》《关于
加快培育集聚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实
施意见（试行）》等文件，为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目
前，全市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高层次人
才近 3500人，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160个；
与清华、北大等 40多家知名高校建立合
作关系；累计发放省、市人才专项经费1.4
亿元。

瞄准“高精尖”

针对产业发展特点，莆田市通过创新
引才模式、优化激励举措、放大溢出效应，
吸纳高端人才引领产业发展。

为吸纳高端人才，莆田市从“授权企
业自主认定人才、探索试行‘人才飞地’模
式、设立引才编制周转池、发挥莆籍‘人才
红娘’作用”等四方面创新引才模式。给
予自主认定四类人才指标，经备案可兑现
相应政策待遇；对柔性使用在外“高精尖”
人才的企业进行薪酬补助，设立人才驿站
提供代缴社会保险、公积金等柔性服务；
全市统筹“空编”资源，对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实行特设岗位，保障新引进人才编制和
待遇无缝对接。发挥莆籍“人才红娘”作
用，借助148个莆田驻外党组织和60多个

在外莆田商会，为家乡推荐、引进
各类急需紧缺高级人才200多人，
达成投资协议 10多项，总投资在

100亿元以上。
优化激励举措方面，莆田市对顶尖人

才或携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成果产
业化项目落户的创业团队，通过“一事一
议”方式最高给予5000万元资助。对国家
级研发机构、国内双一流高校及国外排名
靠前名校在莆田建立（或共建）的研究院、
中试基地等新型研发机构，采用后补助方
式给予 200万元资助；研发成果在莆田市
产业化投产运行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3
年内给予全额返还。对获批省级院士专
家工作站后给予50万元补助，对进站院士
一个周期内每人每年生活补助5万元。目
前，与中科院达成科技成果合作项目 260
多项，对接项目年总产值超100亿元。

为放大溢出效应，莆田市将引入社会
资本投资的创业团队纳入政策范围，获民
间资本投资或风险投资 1亿元以上的创
业团队，或对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引进股
权投资基金的创业团队，创业团队负责人
直接认定为四类人才，团队成员享受金融
服务绿色通道优惠。同时，倾力支持产业
领域的项目和企业，政策面涵盖招商增资
项目、总部经济项目、存量企业等；采取

“职务+薪酬”认定模式，将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认定范围扩大到企业高管和薪酬相
当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把住“基本盘”

在推动人才与产业融合过程中，莆田
市聚焦产业导向，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

革，推进人才评价向技术技能人才领域延

伸，加快培育和集聚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这个“基本盘”，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
利”，支撑产业发展。

注重借势借力。围绕莆田“343”重点
产业发展需求，做优鞋服、工艺美术、食品
等 3 个传统支柱产业，做强新型功能材
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4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数字经济、平台经济、
生命健康等3个未来产业，明确实用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育方向，鼓励职教办学多元
化。推荐三棵树、华峰集团等8家龙头企
业积极申报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吸引东
软、中软等多家国内知名教育科技集团来
莆田市举办职业教育，年度面向社会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教育人数不低于全日制在
校生数的1.2倍。

注重创新创造。创新就业吸纳补贴机
制，鼓励全日制本科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在
莆田市就业创业。当年度在莆田市就业
的，给予生活补贴；企业年度吸纳毕业生人
数达到一定比例并通过银行融资的，给予
财政贴息；新引进的紧缺急需工种人才，按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标准分别给予适
当的政府津贴。同时，加快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提升技术技能人才补助标准。

注重常态长效。发挥组织优势，莆田
市将遴选的技术技能人才纳入党管人才
序列，以优厚政策待遇留住人才；支持企
业设立“首席技师”岗位，全市每年遴选
30名“首席技师”，管理期 2年，管理期内
给予每人每年1万元津贴；完善人才评价
制度，遴选“工匠之星”纳入“壶兰英才”管
理，享受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子女教育、

交通和文化服务等相应待遇。

打好“组合拳”

人才不仅要“引进来”，更要“留下

来”。为保障产业发展，莆田市以环境
优势构筑人才优势，频频释放揽才“大
招”，持续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的人才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环
境生态。

组建人才发展集团，提供集约式服
务。围绕人才“壶兰计划”，莆田市于
2019年 11月注册成立了“莆田市壶兰人
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人才引
进与服务、人才创业项目投资、项目孵化
与科研成果转化、人才房建设管理与运营
等业务，构建市场化的人才项目投融资平
台，吸引民间资本投入高层次人才及其创
领办的企业，收储派遣急需紧缺的中高级
人才。

发挥社会团体作用，提供联动式服
务。莆田市在全省率先成立高层次人才
交流协会和人才发展基金会，首批吸纳
340名来自工艺美术、医疗健康、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行业精英，定期不
定期举办主题沙龙、高峰论坛等活动，搭
建交流平台。目前已邀请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主讲嘉宾、长江学者等知名专家教
授来莆授课，听众达2000余人。

发行壶兰英才卡，提供便利式服务。
莆田市出台专门政策，依托全市中国银行
各网点，为高层次人才办理壶兰英才卡，
提供政务快捷服务、住房保障服务、子女
教育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十大项 26小
项政策服务；相关功能还可上线“莆田惠
民宝APP”，目前已有 1000多名高层次人
才成功申请并使用。同时，围绕产业园区

“十个一”标准建设，加快“国际化人才社
区”等安居保障工程建设，以“人才房+人

才公寓”相结合方式，为各类人才解决后

顾之忧。 （通讯员 陈雄）

本报讯 福清监狱从1月27日开始实
行封闭执勤轮换模式，在229天的封闭期
内，500多名民警职工编组成 18轮，奋战
在监管场所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线，为
生命站岗，为安全护航。

近日，福清监狱举办以“忠诚担当、齐
心抗疫”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回顾封
闭执勤期间，监狱民警职工面对疫情毫不
退缩，日夜奋战，坚守阵地，守土尽责的一
幕幕抗疫场景。

林臻丰：
错过妻子生产，直面抗疫“考场”

林臻丰是第二批执勤中为期最长的
民警之一。在妻子预产期到来之时，正是
全国监狱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他选择

了留守战斗，而这也意味着他将错过孩子
的出生。

没能陪伴在妻子身边伴随孩子出生，
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他的母
亲更是抱病帮他照顾妻儿，对他说的话只
有“家里没事，你好好上班”。

“缺席孩子出生的确是人生的遗憾，
但是如果在组织需要我的时候选择退却，
那我更不会原谅自己。”林臻丰说。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作为一名父亲，

他给刚出生的孩子的礼物不是陪伴，不是
鲜花，也不是精美的玩具，而是沉甸甸的
责任和坚守，这是人民警察为了职责的无
悔付出和默默奉献。

江世瑞：
儿子偷偷用日历记录下对我的思念

江世瑞，福清监狱一监区副教导员，4
年前，妻子因病去世，他一个人承担起照顾
分处三地的4位老人和1个孩子的重任。

他是第三批进监封闭执勤的民警。
那时，正是学校开学第一天，因为疫情学
校不能寄托，也不供应午餐，12岁的孩子
总是一个人上下学，独自在家。无奈之
下，江世瑞跟儿子约法三章：每天晚上父
子俩必须视频通话，让儿子汇报下独自在
家生活、上学的情况。于是，每天晚上 9
点过后，父子俩就用手机视频通话。

“怕他照顾不好自己，当时挺担心的，
好在这小子都坚持下来了。”江世瑞说。

这是孩子第一次独立成长，不过孩子
却反过来叮嘱他工作累了要早点休息，让
他不要担心。回到家他才发现孩子每天
偷偷用日历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和对爸爸
的思念。

疫情来临，一批批执勤民警接续努
力。监狱长袁建民以身作则，带头冲锋；
温冬生、陈丹辉、温旺生等支部书记充分
发挥“一个支部一座堡垒”的斗争精神，坚
决战斗在疫情一线；各个老兵、临退休民
警，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正是因为
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无怨无悔坚守的
无名英雄，才有我省监狱“零感染”和“零
事故”的抗疫答卷。

在疫情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着无尽
牵挂，但只要穿上藏青蓝，头顶着国徽，他
们就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坚实臂
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敬业奉献守住庄严
的使命。

（通讯员 赖金平 王伟炯 余青莲）

本报讯 10 月 30 日下午，“扎根产
业园、助力新发展”金融服务专项对接
会在福州软件园F区 7号楼中国海峡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层创咖大厅举办
（如图）。

记者从对接会了解到，厦门农村商

业银行可为福州软件园区轻资产企业
提供最高额度 300万元的免抵押贷款、
最高额度1000万的抵押贷款（贷款额度
最高可达软件园区商业用房评估价的
7.5 折），为软件园区企业主提供万通
宝·小微贷、普惠信用贷、马上贷等金融
服务，为软件园区上班族提供灵活金、

“家加乐”现金分期等金融服务。
对接会由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厦门农村商业银行闽侯支行联
合举办。30余名产业园区小微企业代
表参加对接会。 （文/图 记者 卢芸斐）

厦门农商银行扎根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为园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撑

引才育才双发力 产业揽才放“大招”
莆田市创新柔性引才机制加快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

为生命站岗 为安全护航
福清监狱民警职工封闭执勤229天奋战抗疫第一线

本报讯 10月29日，厦门市集美区高
校产业技术联盟环保专场对接会在中科
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举行，集美区高校产业
技术联盟“环保专家问诊团”“中科院厦
门育成中心环保产业孵化基地”以及“中
科-博瑞健康科技产业化研发中心”在对
接会上揭牌。

据介绍，“环保专家问诊团”将主动对
接服务集美区各相关部门、街镇及有环保
技术需求的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重大环保技术问题，服务集美
区生态文明建设。

集美区高校产业技术联盟今年 6月
正式启动，首批邀请集美大学、华侨大学、
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厦门稀土材料研
究所等 6所高校院所与辖区“三高”企业
共同成立。今年以来，联盟先后举办软件
信息、机械装备等领域的校企对接会、专
业技术论坛 12场，对接建霖、路达、金龙
等重点企业136家，达成校企合作项目53
个，涉及金额2.6亿元。（通讯员 曾志伟）

集美区组建“环保专家问诊团”

本报讯 10月 29日，第二期“晋安湖
博士讲坛”在福州市晋安区两岸社区交
流中心开讲。本期讲坛以“数字福州
——打造全国数字应用第一城”为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张记欢应邀主讲，福
州市晋安区政府副区长吕立邦、“数字晋
安”建设领导小组人才引进组相关单位、
建设“三创园”工作相关单位、区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及数字企业
代表参加，就进一步加快“数字福州”建
设相互交流学习。

张记欢从数字中国的思想源头和实
践起点、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福州
建设实践、数字化融合实践案例四方面
深刻阐明当下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并通过如何打造数字政
府、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生活，生
动形象地描绘了“数字福州”发展蓝图，
更以鼓楼区“智慧养老”、福清市“数字
化无人养猪场”等实例为在场嘉宾启迪
思路。

交流研讨环节中，晋安区发改局作为
“数字晋安”人才引进小组成员单位，针对
当前数字产业人才引进渠道单一的问题
向张记欢提问。张记欢认为，要真正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不仅要在人才政策制定
上下功夫，更要注重布置数字创业环境，
把人才真正聚集在重要的建设领域，为人
才发挥作用创造空间。（通讯员 陈舒 ）

第二期“晋安湖博士讲坛”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