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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永春县组织30名民
营企业家前往晋江市开展“学习晋江
经验 创新发展思维”企业家专题研
修。研修班上，劲霸男装CEO兼创意
总监洪伯明分享在企业发展、经营管
理、投资“智胜”等方面的见解，晋江市
委党校高级讲师许明月作《弘扬传承

“晋江经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超越》专题讲座。

学员们先后考察了晋江市展馆、
晋江市创意创业创新园、中国科学院
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所、安踏（中
国）有限公司、晋江利郎文创园、洪山
文创园。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
学员们围绕“学习晋江经验、创新发展
思维”“如何加强产业人才引育”等主
题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启
发，增长见识。 （通讯员 李伟波）

永春组织民营企业家“走出去”充电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造优“生态”才聚“港湾”
——泉州深耕人才“港湾计划”四年发展综述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2017年2月17
日，泉州市人才“港湾计划”正式启动，向
全球各类人才抛出富有泉州诚意的“橄榄
枝”。

四年来，泉州针对束缚人才发展的体
制机制痛点堵点，聚焦人才价值实现和用
人主体人才工作意识提升，从创新人才管
理体制以及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激励、
服务机制6个方面，提出27条政策措施，
全力激活“产业、平台与人才”“政府、市场
与人才”“产业、城市与人才”的“三重关
系”，最大限度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
创造活力，筑就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过
得好”的梦想港湾、事业港湾和生活港湾。

潮涌刺桐港，八方贤才聚。截至目
前，泉州累计引进聚集国家级人才计划
专家逾百名，入选省级人才计划近 700
名、市级高层次人才近 1.6 万名。人才
发展指数连续3年在福建省设区市中位
列第一档次。

产才互促

力促“服务支撑”向“核心引领”转变

泉州秉持“产业带动平台引才、人才
引领产业发展”理念，多元化引进市场化
运作、区县（市）共建的各类引才引智服务
平台，搭建人才与民营企业对接的桥梁，
全力激活产业、平台与人才关系。中国科
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以
下简称“泉州装备所”）人才济济的景象，
就是泉州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以产聚才、
平台引才”的一个缩影。

2013年，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与泉
州市政府共建泉州装备所，聚焦“智能制
造”等重点领域，坚持全球引才，从德国慕
尼黑工业大学、英国雷丁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外一
流高校引进一大批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
及高层次工程技术精英。截至目前，累计
拥有各类人员超 260 名，引进博士后 10
名，培养硕、博研究生110多名。各项科技
成果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智能电网装
备、智能制鞋喷胶机器人等一批项目实现
产业化，助推泉州乃至福建产业技术不断
走上“领跑”位置。

泉州装备所为何能催生产业“核聚
变”？所长刘海舟说，正是依靠全球化视
野引进人才和“顶天（科学前沿）立地（工
程产业化）”的发展定位，泉州装备所才能
脱颖而出，引领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等高
校及科研机构瞄准泉州产业发展“靶心”，
纷纷在泉州设立研发机构，布局孵化器、
加速器、中试基地等高端创新平台，最大
限度发挥引才聚智功能。

在泉州，依托高端公共服务平台引
才，“产业带动平台引才、人才引领产业发
展”的形式还有很多，几乎覆盖了 17个重
点产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引进
的院士专家及其团队成员，通过与企业的
多元化合作模式，推动了泉州企业技术及

产品的升级换代，仅院士工作站项目累计

已为建站企业年新增产值 11.42亿元、年
新增效益 6.767亿元、年新增税收 8785万
元，带动建站企业投入2.608亿元。

产业、平台与人才之间的良性互动，让

高端人才纷至沓来，勾勒出泉州人才从“服
务支撑产业”到“引领产业发展”的轨迹。

放权松绑

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在实施人才“港湾计划”过程中，泉州
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激发用人
主体活力，用市场发现、评价和匹配人才，
全力打造“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决
定”的“生态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用有所成”。

2017年，泉州率先在福建省推行企业
自主评价高层次人才，将人才评价的话语
权交给用人主体，用评价指挥棒带动企业
人才生态构建。实施三年多，逐渐上升到
各类用人主体，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并
实现动态管理，累计授予九牧、盼盼、南威
软件等行业龙头企业和深圳航空等国有
企业四批次117家高层次人才自主评价试
点权限，已自主认定885名市高层次人才，
其中一线创新人才占比超60%。

除坚持企业自主“评”外，2018年起，
泉州持续探索“人才层次+业绩贡献+企
业评价”的积分制评价试点，给予用人单
位占主导权重的人才评价系数，并量化积
分，把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关”，将个
人信用良好作为基本条件，把从业经历、

“历史”业绩、市场“身价”作为人才评价的
重要标尺，把人才在泉州创造的效益作为
人才评价的核心内容。

泉州着眼释放人才活力，在省内率先
开展人才职称直聘，开辟职称申报和岗位
聘任“特殊通道”，对急需紧缺、专业造诣
较深的高技能人才、优秀拔尖人才，直接
申报确认相应职称、聘任到相应岗位。同
时，创新出台特色产业人才职称评审政
策，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开展工程、经济、工
艺美术 3个系列非公职称评审，全市评定
非公高级职称440人、中级职称3671人。

泉州聚焦提升用人主体人才工作意
识，直接联系、动态掌握100家重点民营企
业，遴选200家战略性成长型中小企业，引
导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动企

业实行“人才合伙制”、股权期权激励等做

法，充分释放人才价值。

优化生态

形成近悦远来、拴心留人的“软环境”

让“人才之家”遍地开花，是泉州构建

人才“服务生态”的特色一环。泉州注重

整合园区党群活动中心、创客空间、城市

“会客厅”、闽南古厝等资源，布局建设“人

才之家”。截至目前，泉州已有 41家市级

“人才之家（社区）”，涵盖综合型、行业型、
专业型、服务型等类型，数量为福建省设

区市最多，在为全市产业人才提供政策解
读、项目路演、休闲娱乐等服务方面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拿“泉州新门会客厅”人才之家来说，
其已成为泉州文创人才交流合作的重要
阵地，致力打造集“传统文化、创新业态、
创业孵化”多功能于一体的创业型人才服
务平台，吸引和培育了一批热爱古城、扎
根古城的人才，成功孵化“盒子社区”“故
事实验室”等一批文创项目；泉州（晋江）
国际人才港人才之家，正聚力扮演泉州服

务海内外人才的“城市客服”，围绕打造更

具温度、更加便捷的人才服务集成化平

台，实现人才服务要素“一站供给”、人才
服务事项“一港集成”、人才服务链条“一
网通晓”、人才服务模式“一帮到底”等全
要素保障、全链条服务……

针对人才的工作、待遇、落户、住房、
子女教育等各方面需求，泉州注重提升政
策精准度，持续推行人才服务八条措施，
落细落实高层次人才近 20项工作生活待
遇，推出产业急需高校毕业生11项优厚待
遇，引导县（市、区）对县域特色产业人才

“一业一策”专案奖补。

泉州通过健全“一中心、一窗、一网、
一码、多站点”等多层次、立体式的人才服

务体系，其中成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线上开发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大厅，
线下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窗，“线上+线
下”及时高效地为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提
供包括人才认定、资金补助、住房安居、子
女就学等“一揽子”服务。

泉州宜商宜业宜居环境的优化叠加，
持续增进了人才来泉州干事创业的归属
感和获得感，提升产业、城市与人才关系
的黏性，而“产城人”的融合进一步巩固了
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增强用人主体和各类
平台引进、评价和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和自
信心，极大助力人才整体质量的提升和创
新创造能力的激活，为推动引领产业转型
升级充分激活“人才引擎”。

泉州市委人才办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紧跟国家、省、市“十四五”规划，继
续深耕人才“港湾计划”，聚焦人才价值实
现，持续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注重抓
政策、搭平台、创环境、优服务，用“稳定政
策环境”给泉州民营企业人才“稳定发展
预期”，为加快创建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
市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通讯员 黄颖 沈忠华 苏智英 黄泽鑫）

本报讯 3月 1日起，福州市晋安区
人社局联合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持续开
展线上+线下“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
（如图）。企业实景拍摄、高管直播带岗、
就业专家指导求职、政府直播送政策、小
型精品招聘会……一揽子就业服务借着

“春风”，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产业
工人、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带
来了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共
就业服务“盛宴”。

融媒矩阵赋新能

此次“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运用
时下流行的新媒体平台，通过今日晋安、
易闪达、企业HR微信群、中国海峡人才
网官网官微、海峡人才报等平台，织密云
上宣传网络。

活动期间，晋安区人社局注重企业
岗位征集和宣传预热，向就业重点群体
精准推送就业岗位，实现人岗精准匹
配。

除了常规线上视频招聘会和就业政
策宣传外，该局还为辖区内部分重点用
人单位精心策划拍摄“企业采风”系列短
视频，生动展示企业生产生活环境、岗位
工作情况，宣传企业文化，让广大求职人
员更加全面了解企业，吸引更多求职者
在晋安就业。

线上线下齐发力

线上“直播带岗”，企业和求职者屏
对屏交流，帮助求职者更直观了解企业
用工需求、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信息，
喜相逢、华科光电、中土集团、思嘉环

保、上华科技等企业高管亲自上阵直播

推介岗位，140余个职位虚位以待，需求
520 多人。直播期间开展云上就业指
导，在全市直播带岗活动中，首次邀请就
业指导专家与求职者交流互动，帮助求
职者明晰职业定位。不到 2小时的带岗
直播，吸引约 32万人在线观看、互动，求
职者在线对就业政策、提升职场竞争力、
直播岗位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线下“搭台送岗”，在坚持做好疫情
防控前提下，晋安区人社局组织区内部
分重点用工企业参加周六海峡人才现场
招聘会，为广大求职人员和企业提供面
对面交流洽谈平台，促进各类就业群体
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
提升服务广度。

就业服务提效能

活动依托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网、微、

报三位一体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
就业指导活动等，征集邀请了高意科技、
茶花家居、中土集团等200余家企业线上
同步参会，提供就业岗位5600余个，涉及
计算机、环境保护、建筑工程、生物医药
等专业，其中需求硕士 20多个，本科 650
个，线上投递简历1350余份。

为确保“云上招聘”不过时、可重复，
直播带岗特别增设回放功能。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视频招聘会将
持续至 4月 30日，求职者对意向岗位可
直接投递简历。下一阶段，针对区内企
业用人需求，晋安区人社局将派“服务小
分队”持续深入企业摸底调查，宣传各类
惠企奖补政策、人才政策、就业政策等，
适时组织相应招聘活动，吸引更多人员
留晋安就业，助力晋安区经济社会发
展。 （通讯员 陈萍）

“春风行动”送岗位 就业服务暖人心
晋安区持续开展线上+线下系列招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