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月27日，三明市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签订人才合作交流协议。在福建省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贤金，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陈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福建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陈炎标等领导共同见签下，三
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宝怀，三明市政府
副市长张文珍，分别代表三明与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相关代表签约（如右图）。

三明的发展需要集聚更多的人才，人才
合作是集聚人才和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根
据三明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此次签约的
项目涵盖人才平台、校地合作、干部教育等，
为三明市运用“创新引领”这只画笔，进一步
书写做实做足“四篇文章”，推进“四个着
力”，深化“五比五晒”，扎实开展“项目攻坚
年”活动，为加快新时代新三明建设、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三明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干部人才合
作协议，依托清华大学相关专家人才，与三明
市围绕钢铁与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发展
产业加强合作，联合申报国家、省级重大科技
项目和产业项目，共同开展科技攻关、技术研
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借智引力”将三明打造
成清华大学人才、技术、项目等创新创业资源
的集聚地、科技创新的综合服务平台、高端创
业人才和项目的孵化加速中心等。

三明市委组织部与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签署人才合作专项协议，在人才
引进、实习实践、青年智库建设等方面进行深
度合作。 （通讯员 郭良贵）

集聚更多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
三明市与清华、北大签约干部人才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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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8 日，三明市教育系统
2021年招聘紧缺急需学科教师专场招聘会
在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人文楼广场举行，
三明 10个市属学校和 11个县（市、区）教育
局提供 500多个教学岗位，现场招聘紧缺急
需专业教师（如上图）。

“加入我们吧！”“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一
员！”……各市属学校、教育局招聘简章打出

醒目的招聘标语，并详细列举各自引进紧缺
急需专业毕业生的优惠政策。尤溪县教育
局明确，免费提供 30平方米的周转房，新招
聘教师可直接拎包入住。将乐县水南中学
提出，往届尚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可执行

“先上岗，再考证（教师资格证书）”政策。永
安市教育局特别提出，教师年收入总额高于
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新入职的教师年收

入约为8万~9万元。
此次招聘会对紧缺急需专业教师免笔

试，现场面试合格即直接签订就业协议，进
入事业编制。据了解，招聘会现场共接收简
历和报名表 250 多份，其中硕士学历 30 多
份、本科学历 220多份。应聘人员来自福建
师范大学、集美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和三明
学院等省内高校的毕业生，现场签约 23人，
初步达成意向98人。

三明市教育局在现场负责招聘的工作
人员介绍，近年来，三明市委、市政府先后
出台《三明市进一步加快人才集聚若干措
施》《关于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等系列政策文件，持续完善正向激励
机制，健全人才引进政策，创设教师专业成
长的多元化环境，为教师施展才华搭建多
样化平台，教师待遇不断提高，职业荣誉
感、岗位吸引力显著增强。该市还开创性
地将基础教育 10 个学科以及教育学类全
部专业列入市级年度人才引进和招聘紧缺
急需专业目录，用好引才措施、扩大招揽范
围，并简化招聘程序、直接面试考核，近三
年累计引进省内外紧缺急需学科优秀毕业
生 700多名。

（记者 张华元）

“加入我们吧！”
三明市教育系统赴福建师大招聘紧缺急需学科教师

本报讯 近日，永春县委人才办、县农
业农村局联合举办乡村振兴人才项目观
摩交流暨“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会。

2019年乡村振兴人才（项目）获得
者实地观摩永春县法云云端生态茶叶
有限公司水仙茶研发、仙夹镇特色民
宿开发项目和福建诗坛茶叶有限公司
等乡村人才项目。

观摩活动结束后，在县农业农村

局举行 2019年度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乡村优秀创业创新项目和乡村优秀经
营管理人才项目颁奖仪式。

随后召开“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座
谈交流会。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结合
各自实际，分享扎根乡村、创新创业、
成长成才的经历，并就乡村振兴人才
队伍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通讯员 李伟波）

永春组织乡村振兴人才项目观摩交流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在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
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
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强调
要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提高
劳动者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
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
动者大军。2017年，党中央、国务
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方案》，提出25条改革举措，涉
及产业工人思想引领、技能提升、
作用发挥、支撑保障等方面的体制
机制，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
供了重要保障。2018年，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
意见》，创新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
进一步鼓励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激发技术工人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目前，我国就
业总人口中技术工人近1.7亿，占
25%，其中高技能人才近4800万。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
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为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
能、增长新本领创造条件，才能更
好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主力军作用。

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
多，创造能力就越大。提高包括
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族文明素
质，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
型人才培养”，要求“加快提升劳

动者技能素质”。我国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养成善于学习、勤于思考
的习惯，实现学以养德、学以增
智、学以致用。要适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密切
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和技术
进展，勤学苦练、深入钻研，不断
提高技术技能水平。要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各层次各类
型职业教育模式，为劳动者成长
创造良好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
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
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完善和
落实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
考核机制，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
平，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激励更
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
能人才和大国工匠。要增强创新
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
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
向上的朝气。产业工人是工人阶
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
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
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
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要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落
实产业工人思想引领、建功立业、
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
改革措施，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
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
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

新时代是在奋斗中成就伟业、
造就人才的时代。一切劳动者，只
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
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一定能立
足岗位成长成才，在百舸争流、千
帆竞发的洪流中勇立潮头，在报效
祖国、服务人民的人生中有所作
为，在铸就新的历史伟业的新征程
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

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海峡两岸人才融合发展
云上对接会于 11月 26—28日举行。
活动期间，台湾博士与我省用人单位
在线上进行深入的对接洽谈，详细了
解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工作任务及薪
酬待遇；部分台湾博士还在台中会场
集中参会对接。据统计，共有39位台
湾博士有意到我省企事业单位就职。

39 位台湾博士中，意向到省内
高校就职的有 31人，其中，华侨大学
1 人，闽南师范大学 3 人，宁德师范

学院 22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2人，
仰恩大学 1 人，福建工程学院 2 人；
意向到博士后流动站就职的有 6人，
其中，福建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
博士后流动站 1人，福州大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2人，福州大
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 2
人，中科动力（福建）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博士后流动站 1人；意向到企
业（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就职的有2人。 （本报记者）

海峡两岸人才融合发展云上对接会成果丰硕

39位台湾博士有意到我省企事业单位就职

本报讯 11月29日上午，罗源县
2020年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题
研修班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开
班。46位学员来到深圳，聆听专家
授课，学习先进理念，考察知名企业。

本期研修班由罗源县委组织部
主办，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
荐中心、罗源县委党校和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院共同承办。研修班为期 6
天，采取专题讲座、主题分享、现场教
学、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
请专家与企业经营管理实战人才授
课，参观考察达实智能深圳总部、立
方科技、深圳人才公园等。

罗源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俞章

龙在开班式讲话中强调，要认真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深
圳经验、深圳精神、特区精神和创新
理念以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努力提升企业的创
新力和竞争力。

开班式后随即举办“新经济时代
的企业人才管理革命”专题讲座。参
训学员表示，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一定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学
习任务，真正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通讯员 陆珠英 卓舒玲）

学习先进理念 考察知名企业

罗源组织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研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