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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1日，教育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在北京召开 2021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
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部署做好2021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和高校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强化
责任担当，开拓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
保持了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2021
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909万人，同比
增加 35万，面临的就业形势严峻复杂。
各地各高校要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重要意义，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落
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贯
穿融入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好谋篇布
局、力量统筹、政策储备、风险应对等各项
工作，千方百计促进2021届高校毕业生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会议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各高校要
落实好教育部做好 2021届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
求，实施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要多种方式开
源拓岗，力促多元供给，拓展就业新空
间，支持毕业生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就业创业，动员鼓励毕
业生投身基层、参军入伍，扩大科研助
理岗位招募和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规
模。要优化创新供需对接方式，力促提
质增效，拓宽校园招聘主渠道，搭建就
业创业供需对接平台，加强就业信息高
效服务。要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指导，力
促服务升级，努力做到毕业教育动心、
就业指导入心、就业服务暖心、就业跟
踪贴心。要精细精准帮扶困难群体，力
促落实见效，实施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
创业能力提升行动，继续实施全国高校
与湖北高校“一帮一”行动，做好毕业生
权益维护。要更好发挥就业反馈作用，
力促质量提升，开展就业状况跟踪调
查，推进就业综合评价，深化就业与招
生、培养联动机制改革。要落实就业工
作“一把手工程”，加强就业队伍建设，
严格规范就业统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会议要求，各地人社部门要构建扩

渠道、促创业、强服务、提能力、保权益
协同联动机制。要拓宽高校毕业生就
业渠道，稳定事业单位招聘，推动国有
企业扩大招聘，激励中小微企业更多吸
纳就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毕
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做好“三支一扶”
招募。要扶持引导创业创新，落实好创
业担保贷款提额降息政策，将创业培训
范围向校园延伸，提供咨询辅导、跟踪
扶持、成果转化等一站式服务。要提升
就业服务品质，加大线上信息发布，增
强线下服务品质，提供政策服务便利，
更好满足毕业生多元化需求。要增强
求职就业能力，开展职业指导走校园、
走社区活动，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
行动”，拓展知识型、技术型、管理型见
习岗位，为毕业生走向职场提供更大支
持。要加大就业权益保障，建立困难家
庭毕业生、边远地区和三四线城市帮扶
清单，提供优先援助。持续清理整顿市
场秩序，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要深化实
化就业创业推进行动、就业创业服务攻
坚季行动，做好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帮扶
工作。 （本报记者）

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教育部、人社部部署做好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本报讯 12 月 3 日，泛珠三角区
域人才服务合作第二十二次联席会
议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公共服务联
盟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各地
人才服务机构代表交流经验、剖析形
势、畅谈合作、共谋发展。

会议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广东
省人才服务局承办。广东省人社厅
副厅长周成出席会议并致辞，泛珠三
角区域各省区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
源市场）负责人、香港华商教育智库
负责人、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人才服
务机构负责人及广东省人才服务局
部分人员共50人参加会议。

会上，周成分享了广东人才服务
工作经验，强调泛珠三角区域要充分
发挥泛珠区域人才联盟和粤港澳大
湾区人才服务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以共建共享共赢为基础，进一步

深化区域人才合作。
泛珠各省区代表积极发言，提出

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广东建
议“加快推进人才服务一体化，共建
泛珠最优人才生态圈，最大程度释放
区域合作效益”；福建建议“成立泛珠
三角九省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
化建设小组，制订信息化建设规划”；
广西建议“推行区域内人才服务待遇
共享机制，泛珠三角区域内高层次人
才专家均可享受部分专属服务”；四
川建议“探索统一服务品牌，联合举
办开展区域性招聘活动，进一步扩大
影响力”。

与会各方就构建“一体化”人才服
务平台、加强项目技术成果对接、推动
高校毕业生联合招聘和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信息一体化建设等议题达成共
识，签署《泛珠三角区域人才服务合作

共享协议书》《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公共
服务联盟协议书》（如上图）。

各方人才服务机构代表达成一
致意见，将共建泛珠三角区域范围多
方联动的招聘平台，开启协同就业新
模式。这一平台将此作为长效机制，
每年11月定为泛珠区域人才交流月，
同步联动开展泛珠联合招聘活动，实
施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区域人才联合
招聘，为泛珠三角区域毕业生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

2020 年泛珠三角区域“百校万
企”大型联合招聘会 12月 4日在华南
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举办，来自泛珠
区域 379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10681个
优质岗位，2111名高校毕业生入场交
流。本场招聘会拉开了泛珠“10+2”
省区建立高校毕业生联合招聘长效
机制的序幕。 （本报记者）

共享机遇 合作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人才服务合作第二十二次联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 人才发展环境是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过得好”的关键要素。在纵深
推进人才“港湾计划”过程中，泉州市建成
综合型、行业型、专业型、服务型等四类市
级“人才之家”41家、省级示范站 3家。连
日来，泉州市各地借助“人才之家”这一平
台，以沙龙、展览、研修、座谈等多种形式，
为产业人才提供赛事平台、政策解读、学术
研讨、项目路演、互动交流等全方位贴心服
务，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晋江：
抛撒揽才“橄榄枝”
努力打造“梦工厂”

近日，泉州市人才“港湾计划”——晋
江市第四届海峡菁英人才节开幕式暨第三
届全国集成电路“创业之芯”大赛总决赛颁
奖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专
家、领导、企业家代表、人才代表以及科研
院校、医疗、教育、金融和新闻媒体等各界
代表 100多名齐聚一堂。此次菁英人才节
旨在服务人才，突出“新港湾 心服务”主
题，营造出“引育用留”的良好人才生态。

“我们打造的 RISC-V 处理器，有效
解决现在国内处理器‘卡脖子’的问题。”
获得全国集成电路“创业之芯”大赛特等
奖的芯来科技联合创始人徐来此次来泉
州，收获满满。他坦言：“感谢泉州（晋江）
国际人才港给我们的项目提供施展才华
的舞台和服务，让我这外地人更加深刻体
会到当地党委、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希望
今后能够加强与泉州、晋江企业合作，把
更多优秀的人才、项目带进来，支持当地
创新创业创造！”

晋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
黄建华表示：“连续举办四届人才菁英节，
体现了晋江市委、市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多
管齐下为人才提供了创新创业创造的平
台。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整合各方资源，进
一步营造尊才重才爱才的社会氛围，让更
多国内外人才知道，泉州、晋江是人才的梦
想港湾、事业港湾、生活港湾。”

丰泽：
精耕“小环境”
拓展“大生态”

“人才之家”作为一个人才服务平台，
不仅要发现人才、服务人才，而且要推动人
才引领发展，为企业乃至行业培育更多的
人才。

小米生态链谷仓学院创投公司、泉州
装备协会等参与承办的“中台赋能·精益创
业”主题沙龙日前在小米生态链谷仓创投
孵化基地举行。通过小米谷仓学院“人才
之家”的服务推介，加强对接关键资源方与
不同领域的创新创业者、高层次人才合作
交流，群策群力、合作共赢。

活动中，小米生态链福建谷仓创投创
始合伙人吴棋华分享《爆品创业的融资计

划书怎么写》，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解
析有关商业计划书的角度挖掘和撰写技
巧，为初创企业和团队提供融资经验指导；
恒安集团共享中心副总裁刘莹则以恒安集
团的三次变革，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管理
的新思路，她表示，人才是企业的立足之
本，恒安三次变革的成功也离不开对人才
的培育。

在听完主题分享后，泉州市高层次人
才、匹克体育人力资源中心绩效薪酬经理
罗书明受益匪浅。他表示，“在‘人才之家’
举办这样的交流活动，有利于加强跨行业
之间的业务交流，碰撞出创新的思维火花，
希望今后能多多参与到活动中，在交流中
不断提升自己能力水平，更好地为企业、为
泉州发展贡献力量。”

丰泽区委人才办负责人介绍：“我们通
过建设运营 9个区域化‘人才之家’，定期
举办不同主题的人才活动，有效促进跨领
域、跨学科人才交流合作，同时积极导入创
业辅导、品牌运营、股权架构、人力资源等
要素资源，把一个个人才之家的‘小环境’
拓展成人才创新创业创造的‘大生态’。”

德化：
推进标准化服务
打造精品“活”课堂

如何让青年人才充分释放创新能量？
日前，德化县陶瓷文创“人才之家”举办的

“i-china计划”创业辅导讲座线上线下同步
开启，为当地青年创业者们带来干货满满
的一堂课。

活动邀请了中国光华龙腾奖·中国设
计十大杰出青年时晓曦、华侨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副教授阴长霖，结合自己专业
领域知识为陶瓷创客们解开创业中的种
种疑惑；阴长霖为陶瓷创客们带来主题
为《创业计划书优化和完善》的分享，教
创客们怎样写出一份具有商业价值的创
业计划书。

“德化陶瓷文创‘人才之家’为我们提
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泉州市高层次人
才、德化县铭记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刘铭
志表示，将珍惜每一次学习交流的机会，立
足岗位实际，努力发挥个人价值，为泉州高
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德化县委人才办负责人表示，为更好
服务陶艺人才，助力创新创业创造，德化以
建省示范站为目标，着力推进陶瓷文创“人
才之家”标准化服务，不断加大资金、资源、
阵地等软硬件功能投入。今年重点在打造
精品“活”课堂上下功夫，创造具有共性化、
个性化的学习互动环境。同时，坚持全面
开放，联动互动、跨域共享，主动承接乡镇、
县直有关单位、用人单位的服务延伸功能，
协助承办有关人才沙龙、人才交流、人才培
训等活动，发挥“人才之家”的最大效益，切
实打响德化陶瓷文创“人才之家”品牌。

（通讯员 沈忠华）

本报讯 近日，德化县开展 2020年
人才项目拉练活动，进一步育典型创特
色促发展。

拉练活动分为乡镇系列和县直成员
单位系列，通过“四看四比”，即看如何引
领乡村振兴、看如何服务人才、看如何引
育留用、看如何服务产业发展，比项目、
比培育、比服务、比成果，发现、推广一批
在全县范围内叫得响且可看、可学、可复

制的特色人才工作，以点带面推动全县
人才工作整县提升、全面进步。

乡镇系列以现场观摩的形式分3天
进行，由县委人才办和乡镇人才工作分
管领导组成评估组，通过实地参观、听
取汇报等方式开展，每天拉练行程结束
后，召开总结座谈，按照项目内涵、运营
模式、项目特性、成效影响等 4个指标，
对当天人才项目进行集中点评，并指出

好的做法、存在不足、意见建议等，力促
整改提升。

县直成员单位系列以集中听取人
才工作典型案例PPT介绍的形式开展，
由县委人才办和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组成评估组，对照真实性、创新性、时效
性、影响性、联动性等 5 个评价参考指
标，逐一对案例分别独立进行打分。

（通讯员 李婷辉）

德化县开展人才项目拉练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寿宁县大力实施人才
强县战略，以集聚人才、凝聚智力、服务发
展为目的，陆续建成综合型、专业型、服务
型、创业型、联谊型等类型“人才驿站”11
个，为该县产业发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
提供智力支持和便捷服务。

以“三祥新材人才驿站”为代表，自该
驿站建成以来，实行“上海+寿宁，福州+寿
宁”等多位一体的人才洼地模式，充分发挥
引才引智、引项目、引资金、服务高层次人
才的作用。依托人才驿站，三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引进富有科研经验和专业成果
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 名，高、中端管理
类、专业技术类人才和“985”、“211”工程高
校毕业生18名，柔性引进材料学专业、应用
化学等专业的博士12名，为公司产业发展、
技术攻关、人才培养提供了智库支持。

寿宁还设立了“科技特派员人才驿
站”，入站科技特派员101人，其中省级科技
特派员 20人、市级科技特派员 35人、县级
科技特派员 46人。通过人才共用、资源共

享、工作共商、活动共办模式，发挥专家“传
帮带”作用，该县致力打造人才互动交流与
创新创业“三农”服务平台，引导人才更好
为县域农业产业提供政策咨询、病虫害预
防治理、农产品宣传推介、农业生产技术推
广等综合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增产增效，农
民增收。

据了解，寿宁县“人才驿站”主要通过
整合政府、企业、创投等各方面的优势资
源，通过功能优化和功能设置，提供人才服
务、培训交流、项目推介、投资洽谈、信息共
享等活动空间。同时“人才驿站”突出“家”
的特性、彰显“家”的温暖，发挥人才交流和
服务的桥梁纽带作用，打造成为人才思想
交汇的“智慧驿站”。

寿宁县人社局负责人表示，“小驿站”可
以发挥“大作用”。在人才是第一发展要素
的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只有
搭建好用人平台，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无
限空间，才能够真正留住优秀人才，让人才
在本地生根发芽。 （通讯员 范希娟）

筑梦港湾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泉州借助“人才之家”平台为产业人才提供贴心服务

寿宁：让“小驿站”发挥“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