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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福安市以撤县建市
30周年为契机，举办“引智归韩”高质
量发展研讨会暨撤县建市三十周年座
谈会，打造英才汇聚的人才盛会。

活动期间，福安市聚焦高质量发
展、教育、卫生、企业等，先后举办 4场
人才专题研讨会。300多名福安各类
乡贤人才代表带着信息、资金、技术、

项目返乡传经送宝，共商合作、共谋发
展。活动中签约落地的武汉动游科技
互联网文创项目等 9 个引智合作项
目，大都是在外乡贤在各自领域的先
进技术和科研成果，涉及乡村振兴、数
字文创、学前教育、医药医疗等行业和
领域，为福安振兴发展“换道超车”注
入活力。 （通讯员 廖长华）

300多名乡贤人才返福安传经送宝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本报讯 近年来，永安市推进“1+1+4”人才驿站建设，
即一个“窗口型”人才驿站、一个“综合型”人才驿站、四个

“产业型”人才驿站，织密山区人才服务网络，破解山区引
才留才难题。

打造拴心留人打造拴心留人““窗口型窗口型””人才驿站人才驿站

依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通过整合政策
资源、开通服务专线、部门入驻等，为人才提供政策服务、
行政审批、信息发布、医疗保障、项目申报等“一站式”服
务，让人才安居安心安业。

让人才安居。出台《人才住房保障申请及分配管理实
施意见（试行）》，对新引进人才先予以安排人才公寓，按
学历、职称等条件分级分类补助 10万~25万元购房补贴，
累计发放补贴 142人 1950万元，为人才干事创业提供住房
保障。

让人才安心。落实《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待遇实施办
法》，先后给予 67 名高层次人才二级医疗保健待遇，提供
绿色预约通道、全面健康体检、家庭医生“一对一”等服
务，为人才干事创业提供健康保障。

让人才安业。实施《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优惠政策
（试行）》，对新引进人才子女随迁入学入园入托，允许不
按房产划片自主择校，先后核准 228名高层次人才享受子
女入学优惠政策，为人才干事创业解决后顾之忧。

构建创新创业构建创新创业““综合型综合型””人才驿站人才驿站

依托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孵化中心，为人才提供学
习培训、项目路演、创投评估、产品推介、合作洽谈等共享
互助平台，打造群燕腾飞人才交流中心。

提供人才交流平台。瞄准人才群体品味较高、需求多
样的特性，合理设置创业创新沙龙俱乐部、咖啡屋、运动
健身场馆等驿站功能区，培育新型人才服务业态，提升人
才服务品质。近年来，共举办 12场 630人次行业人才交流
沙龙，探讨林竹、石墨和石墨烯、纺织等重点产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共享行业资源，激发人才聚变效应。

打造项目孵化基地。发挥翔丰华、贝特瑞、梦康科技
等石墨烯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先后培育泰启力飞、康
碳科技、新嵛科技等 15 家科创企业，延伸上下游产业链，
释放产业集群效应，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深加工层次。依
托石墨烯共享应用工程实验室先进设备、科技研发优势，
先后引进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 10余支技术研发团队，入

驻博导 5 人、博士 13 人，建设院士联络点 2 处，博士、博士
后工作站 4个和研究生实践基地 3个，推进石墨烯基润滑
耐磨复合材料、低成本石墨烯制备等技术产业化，提高科
技创新成果运用。

搭建政企才联系桥梁。拓宽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企业、
人才渠道，先后举办各层次人才座谈会、企业家恳谈会等
人才工作会议 7场 842人次，收集梳理人才政策机制、培养
使用、减税降费、奖励激励、服务保障等意见建议 75条，落
实整改 75条，收储孵化中心附近 114套商品房作为人才公
寓，支持人才（团队）创新创业，切实打通人才工作的“盲
点”“堵点”。

办好引育留用办好引育留用““产业型产业型””人才驿站人才驿站

依托市尼葛林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石墨和石墨烯产业
园、埔岭汽车工业园、竹产业研究院等重点园区、院所，为
人才搭建培训指导、专家咨询、技术研发等平台，助推产
学研合作及成果应用转化。

拓宽引才渠道。根据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大力引进市
石墨和石墨烯、汽车及机械制造、林竹、纺织新材料等重
点产业人才，在驿站先后举办才企对接活动 35场，帮助企
业招聘优秀人才 268人。

创新育才模式。建立健全政校企三方人才联动培育
机制，支持企业高管、工程师到政府、院校授课，教授、科
研人员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人才素质培训，引导职业
院校按照永安四大产业发展布局，适当调整优化专业设
置、课程设计，工学结合为中国重汽、翔丰华、建新轮胎、
兵工设备等企业订单式培养专技人才 682人。

解决聚才难题。发挥四大产业型人才驿站技术研发
优势、行业影响力，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设计大赛等
活动，实现以赛引才，以才助产。近年来，共举办 3届中国
（永安）石墨烯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国内外 86个团队参赛，
推动石墨烯纳米纤维口罩熔喷布、石墨烯导热工程塑料、
石墨烯纳米金光触媒室内空气净化等技术产业化。举办
7 届国际（永安）竹居空间设计大赛，成功引进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俞先禄团队、江敬艳博士团队等
13支竹业研究团队，投入 200多万元建设竹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通过“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省级技术转移机构”认
定，为和其昌、有竹等林竹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产品研发、
产品检测等服务，提高企业竞争力。

（通讯员 郭良贵）

本报讯 厦门市 2020 年本土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入选
名单日前公布，张博恒等 58 人入选。近年来，厦门市在
重视引进人才的同时，也对本土人才实现全覆盖，以实
打实的政策以及优厚的待遇，最大化释放人才政策红
利，为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
人才支撑。

强化本土人才培养支持
扩大人才基本盘

“当时一看到本土两个字，我就被吸引了。”刚刚入选
B 类本土领军人才的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
陈琼华说，自己是厦门本土培养出来的，所以一看到该政
策，就感觉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

1991年陈琼华就在第一医院实习并工作至今，如今的
她成为集临床、科研、教学、管理于一身的复合型专家，

“得知入选，我很开心，也觉得自己拥有‘本土领军人才’
的称号非常荣幸，正是由于厦门市对人才的重视和栽培，
给我们创造条件，才让我能成长起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和成绩回报组织的信任。”

厦门科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苏先进
此次也入选了本土领军人才，1994 年毕业后他就在厦门
从事电源开发工作，先后主导国家 863 课题、国家火炬计
划项目等工作。“当时我在官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第
一时间就进行申报。”苏先进表示，厦门对人才的政策扶
持一直很到位，但此次出台的新政策，对本土人才更有针
对性，层次也更高了，“我能感受到政府对我们本土人才
的激励，同时真金白银的奖励也可以补充团队硬件设施，
该荣誉对我们也是一种鞭策。”

厦门市始终重视人才政策对本土人才的全覆盖，如拔

尖人才政策作为厦门本土人才最受欢迎的“金牌称号”已
实施了近 30 年；2013 年出台的“海纳百川”人才政策体系
中，专门单列领军人才特殊支持政策，用以支持本土人
才；2015年启动的“青年英才‘双百计划’”对 40周岁以下
的本土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给予大力扶持，目前已评选近
300 人；2019 年以来新修订出台的重点产业紧缺人才、金
融人才、旅游人才等“海纳百川”各项人才子政策均明确
引进人才同本土领军人才并重，共同参与评选。一系列
本土人才政策的出台，目的是在关注引进人才的同时，强
化本土人才的培养、支持，不断扩大厦门市人才基本盘。

优化立体式人才服务保障
增进人才凝聚力

陈琼华此次所获评的本土领军人才，是厦门市优化整合
人才政策的又一个典型案例——今年初，市委组织部升级实
施了本土领军人才支持办法，入选人才可按层次分批次申请
30万元~100万元不等的经费支持。今年本土领军人才评选
还首次将复旦中山医院等新型机制引进机构的常驻人才纳
入评选范畴，体现了开放发展的人才评价视野。

近年来，厦门市不断优化立体式的人才服务保障，将
本土人才纳入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分层分类享受个税奖
励、子女入学、安居保障等服务，如制定实施完善高层次
人才安居保障政策的补充通知，符合《厦门市高层次人才
评价认定标准》的本土人才可申请最高 150平方米人才住
房；实施“三高”企业骨干员工住房保障政策，企业本土骨
干人才可申请最高 70 平方米人才保障性商品房。此外，
还定期组织本土人才开展国情研修和专家咨政活动，进
一步加强人才联系服务，增进人才凝聚力和向心力。

（通讯员 杨鸿杏）

本报讯 12月 15日，将乐县在“人才之
家”举办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人才专员服
务企业座谈会，落实人才“一企一策”精准
服务。30名选派干部参加会议，县工信局、
农业农村局两位选派人员作为代表发言，
交流服务企业心得体会。

会议要求，选派人员要尽快到各自挂
包服务的企业熟悉情况、制定服务计划；要
遵守选派纪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不得在企业兼任行政职务、领取报酬

和接受馈赠。
此次选派人才专员是将乐县开展人

才“一企一策”的一个缩影。今年 7月，将
乐县与 25 家重点企业签订人才“一企一
策”备忘录，在人才引进奖励、研发成果奖
励、人才服务保障等 8 个方面，为企业精
准定制个性化政策。今年来，将乐县累计
为 25家企业协调解决用工需求 315人，申
请人才奖励、研发投入等补助资金 242.33
万元。 （通讯员 郭良贵）

落实人才“一企一策”精准服务
将乐举办选派人才专员服务企业座谈会

本报讯 12 月 17—18 日，德化县委人
才办举办高层次人才疗养研修活动，组织
德化教育、卫健、陶瓷、农业等领域高层次
人才代表，德化人才志愿者服务队代表、

“人才之家”负责人，并邀请南安市、安溪
县、永春县的高层次人才代表，以及部分

“人才之家”负责人共40人参加。
疗养研修活动行程丰富，有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讲座、推动县域特色
产业融合发展的主题交流活动、提升市级

“人才之家”建设水平座谈会和水口镇“党
建文创·星火基地”、德化石牛山地质博物

馆实地考察等，融政治生活、专业交流、文
化体验、休假疗养于一体。

主办单位表示，通过疗养研修活动，让
高层次人才代表、“人才之家”负责人代表
能静下心学习充电“蓄能”，不断提升自身
能力和素质；能多交心互促互进，取长补
短，推动南安、安溪、永春与德化县域特色
产业融合发展；能守初心担当作为，用浓浓
爱国情、拳拳报国心，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实干家，将个人理想抱负与推动高质量发
展紧密结合，共同擘画美好未来。

（通讯员 李伟鑫）

让人才静下心学习充电“蓄能”
德化开展高层次人才疗养研修活动

本报讯 福建省“师带徒”引凤计划人
才项目资本对接会日前在永春县举办，此
次对接会吸引50多家创投机构和创业团队
参加，现场促成3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此次活动是永春县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在全省县
级层面率先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计划，被列
为第一批福建省“师带徒”引凤还巢计划试
点县。

永春县制定出台《关于实施乡村人才
振兴计划的若干意见》，围绕鼓励市民下
乡、支持能人兴乡、吸引青年返乡提出21条
措施，共招引新业态项目团队52个，引进高
层次人才 45人。创建生态文明研究院，聘
请“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担任院长，汇聚
国内一流高校专家学者55名。设立省级院
士专家工作站，新建10个市级专家工作站，
柔性引进67名高层次人才。实施乡村振兴

“十百千”人才工程，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1607人次，入选市级以上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 15人，2人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创新推行脱贫攻坚“雁阵计划”，将
30名乡土人才锻造成乡村振兴“领头雁”。
实施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三年行动，共选
认科技特派员 188人，开展技术培训 200余
次，受训2万余人次。在全省率先开展制香
工程非公职称评审，56名制香能手获得职
称认定。建立县领导干部联系高层次人才
制度，推荐优秀人才参政议政。创建省级
众创空间——永春青年创业园，成立创业
导师团，为返乡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连续 3年举办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56
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获得创业支持。推
出“人才贷”“青创贷”，给予优秀人才（项
目）最高300万元的授信支持。

（通讯员 李伟波）

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师带徒”引凤计划人才项目资本对接会在永春举办

本报讯 继12月4日宁德市第五批“天
湖人才”确认之后，宁德市委组织部、市人
社局于 12月 16日再次公布宁德市第六批

“天湖人才”名单，包含 63个用人单位 555
人，涵盖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
新材料、铜材料产业等四大主导产业重点
企业，为宁德市人才队伍再添新军。

2020年宁德市共确认“天湖人才”822
人，涵盖 107个用人单位，其中一类人才 24
名、二类人才13名、三类人才25名、四类人
才52名、五类人才502名、六类人才206名。

今年以来，宁德市持续提升人才服务
水平，把不断优化人才环境，作为引才留才
的基本条件，着力创新工作举措，强化服务
保障，留才环境明显改善。

近年来，宁德市四大主导产业迅猛发
展，对人才需求量与日俱增，对此优化营商
环境，服务人才是核心工作。

“我们在全省率先制定《宁德市人才服
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施人才服务体系
监督机制，绘制人才服务流程图。”宁德市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宁德市搭建“宁德市智慧人才
服务平台”，完成 73家“人才驿站”建设，面
向全市各类优秀专家人才推广发行三都澳
英才卡，为人才提供政务服务、旅游金融等

12项优待尊享服务，目前已发放 3613张。
人才中可享受二级医疗保健 100人。不断
完善基础教育设施，加大人才子女就学保
障力度，全市共解决人才子女入学 994人。
出台《宁德市市级人才公寓分配管理办
法》，全市为人才提供了 8.1万平方米人才
公寓、入住人才 687人，解决人才住房保障
问题。

宁德市在全省范围内建设了首家人才
主题展馆，通过开展多种主题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人才认同感。深入开展“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组织188
名高层次专家人才赴云南、浙江等地开展
国情研修和疗养休假，开展青年人才联谊
活动，拓宽引进人才“朋友圈”，有效提升了
人才归属感。

“通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市爱才氛围更
加浓厚。我们还着力构筑政策链、定制服
务链，深入各地为800多家中小企业开展人
才政策巡回宣讲，积极推介省市人才政
策。”宁德市人社局负责人说。

住房、医疗、教育等全方位提升，为引
进人才筑起了“暖巢”。截至目前，宁德市
共引进培养500名高端人才、7299名专业技
术人才、34800名技能人才，提前完成人才
新政实施目标。 （本报记者）

加快打造人才聚集“洼地”
宁德提前完成人才新政实施目标

筑聚才引智“高地”
蓄人才发展“厚势”

永安实施“1+1+4”人才驿站工程助力山区引才聚才

为本土人才“量身定制”扶持政策
厦门以务实举措优厚待遇释放人才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