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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这部法律共10章，其中第三章提到“人才
支撑”。现将该章节条框予以选登。

第三章 人才支撑

第二十四条 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
作体制机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方面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创业指导
等服务，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
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促进农业农
村人才队伍建设。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农村教育工作统筹，持续改善农村学校
办学条件，支持开展网络远程教育，提高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
度，采取公费师范教育等方式吸引高等学
校毕业生到乡村任教，对长期在乡村任教

的教师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待，保障
和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高乡村教师学历
水平、整体素质和乡村教育现代化水平。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乡
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支持县乡村医疗卫
生人员参加培训、进修，建立县乡村上下
贯通的职业发展机制，对在乡村工作的医
疗卫生人员实行优惠待遇，鼓励医学院校
毕业生到乡村工作，支持医师到乡村医疗
卫生机构执业、开办乡村诊所、普及医疗
卫生知识，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培育农
业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
才、社会工作人才，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
伍建设，培育乡村文化骨干力量。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
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
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
才、创新创业带头人。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指导、支持高等学
校、职业学校设置涉农相关专业，加大农
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高等学校、职
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

第二十八条 国家鼓励城市人才向
乡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区域、校地之间
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鼓励各类
人才参与乡村建设的激励机制，搭建社会工
作和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支持和引导各
类人才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应当为返乡入乡人员和各类
人才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
的福利待遇。

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于人才支撑强调了啥？

厚植乡土人才成长沃土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
立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要拓宽来源渠道、提升能力素质、确
保才尽其用，让乡土人才成为“香饽饽”。

唯才是举，拓宽来源渠道。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既需要高科技人
才、专家、学者，同样也需要熟悉本土环
境、具有实践经验的乡土人才。可以说，
乡土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金种子”。基层
相关部门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将农村致富
能手、返乡创业人员、大学毕业生、电商达
人、“土专家”等各类乡土人才全方位摸排
识别。按照发展领域、生产规模等制定衡
量标准进行分类，将有一技之长的乡土人
才纳入后备人才信息库，进行跟踪培养、
规范管理，为乡土人才成长搭建“破土而

生”的环境。要坚持重心向基层一线集
聚、政策向乡土人才倾斜，提升乡土人才

“获得感”。要通过内部培养、对外回引，
多渠道识别乡土人才，为乡村振兴源源不
断输送“新鲜血液”。

实训促学，提升能力素质。乡土人才
大都集中在乡村一线种养殖业、手工业、服
务业中，在带强产业发展、带领技艺传承、
带动群众致富方面发挥着“引擎”作用。要
通过举办农村实用人才专题培训、农业经
纪人培训等，抓好乡土人才孵化，搭建好

“乡土人才”培养快车道，不断健全乡土人
才“成长链”。乡土人才大多来自基层一
线，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培训内容设置上，
要有针对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贴当地
实际，力争“点菜”下单，做到向上“接天
线”，传达好党和国家的政策；向下“接地
气”，针对各项产业发展开展实操性的指

导，“温度”“深度”并存，差异化、精准化培
养。基层组织部门要对带动群众致富、产
业发展，业绩突出的乡土人才高度重视，激
发其乡土情怀，提升干事创业的激情。

精准识才，确保才尽其用。乡土人
才，引进、培育是手段，使用才是最终目
的。当下，部分乡土人才有技术、有手艺，
但因发展、观念等限制，往往是“单打独
斗”“小打小闹”，难以规模化发展。才尽
其用，要结合实际，制定人才奖励和考核
机制，通过提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等服
务，鼓励支持各类乡土人才领办创办农业
生产合作社、种养殖示范基地，吸纳群众
入股，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取暖”。同
时，建立乡土人才“传帮带”机制，为乡土
人才明确技术水平高、经验丰富的专家

“结对帮带”，分类分批、实地指导。
（来源：《中国人才》杂志2021年第4期）

三明两家院士专家工作站获“省级示范站”称号
本报讯 近日，省委组织部、省科协、省

财政厅、省科技厅联合授予“福瑞华安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和“三明学
院院士专家工作站”为“福建省示范院士专
家工作站”称号。

福瑞华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
工作站由张洪程院士、谢华安院士、谢联辉
院士领衔。位于将乐县的福建省福瑞华安
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三明学院，在三明市

科协大力支持下，积极推进院士专家工作
站建设，在落实企业与高校发展战略、攻克
关键技术难题、促进成果转化、联合申请发
明专利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福瑞华安
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工作站技术支持，
共获得专利 8项，其中发明专利 6项，实用
新型 2项。目前，该公司有 32个品种在长
江中下游、华南、长江上游及四川、福建、安
徽等省参加区域试验，有7个优质品种进入

国家审定程序，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
三明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由王任享院

士领衔，利用天绘一号（TH-1）卫星遥感成
果，为防灾避难提供数据支撑，精确分析影
响识辩率的相关因素，探索适合于闽西北
地形地貌的地质灾害识辩方法，提高地质
灾害识辩和预警预报水平，有效防范地质
灾害和经济损失。

（通讯员陈翔 郭良贵）

泉港区开展“地企”人才联建联创活动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泉港区委组织

部、泉港区总工会、区人社局等部门联合开
展“地企联建?共促发展”主题活动，为“泉
港区职工安全生产实践基地”“人才之家”

“石化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揭
牌，并举办“地企”共建签约仪式。

会上，由泉港区委组织部代表泉港区
总工会、区人社局等 3个地方共建单位，与
福建联合石化公司党群工作部签订“地企”
石化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共建协
议。根据约定，共建单位将依托福建联合
石化职工技能实训基地，实施以党群联创、
活动联办、项目联推、人才联育、资源联享

为主题的“五联共创”工作机制，培育一批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推动技
培、育才成效惠及区内石化企业，形成区域
人才互联互动、共育共享工作格局。

为全面推行“地企”协同育才机制，泉
港区还创新“基地+企业”培养模式，共建

“技能带动提升”产学研融合发展平台，第
一批组织10家区内优秀企业代表与泉港区
石化行业职工技能实训基地、安全生产实
践基地签订共建协议。根据双方协商同
意，重点围绕“人才合作”“文化共建”5个合
作项目，明确共建双方权利、义务，首次合
作期限为3年，期满后经商议可再达成新的

合作意向。签约后，将分批次组织石化行
业职工到实训基地开展轮训，共享实训基
地优质的师资资源，破解企业人才链薄弱
难题，带动全行业职工提升技能素质。

下一步，共建多方将通过建立“地企”
党群联建联创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专
题协调会议、现场交办会议；开展“专家服
务团企业行”，举办人才对接合作活动，推
进“劳模工作室”“人才之家”“职工之家”融
合共享，组织高技能人才专项培训等方式，
力争在5年时间内，将基地打造成市级人才
之家、省级人才驿站、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 （通讯员 庄鸿洋）

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
——访福州齐鲁山庄大军老养公寓董事长董庆文

“首长好！”一位上身穿竖条纹衬
衫的中年男子迎面走来，热情问候记
者一行人。

经同行人介绍得知，他就是福州
齐鲁山庄大军老养公寓董事长董庆
文。

早就听说福州齐鲁山庄大军老养
公寓是个能“吃”能“动”能“玩”的老养
院，极具养生特色。创办老养公寓的
董庆文是位退役军人，对休闲养老有
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还有着军人
勤勉朴实的特性，以及为老人尽心服
务的情怀。暮春时节，记者一行人从
福州软件园出发，约 40分钟车程后就
到了位于闽侯南屿笔架山山麓的福州
齐鲁山庄大军老养公寓，感受这里和
乐融融的养生气息。

抬眼望去，远处的笔架山山势绵
延起伏，其轮廓线有如笔架，又似仙女
醉卧山顶。近处绿树成荫，果树成林，
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溪水潺潺。公寓
内，7座农场别墅错落有致，三三两两
的人们，或在悠闲漫步，或在品茗闲
聊，或在赏花观景，不一而足。徜徉在
青山绿水之间，让人不由得心旷神怡，
似有来到世外桃源之感。

董庆文介绍，福州齐鲁山庄大军
老养公寓占地 30 多亩，主要接待身
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是一所
别墅型集老养休闲为一体的豪华山
庄老养公寓，也是中老年人休闲、度
假、聚会、养生、老养的好去处。

在这里，老人们栽花植草，养鸡
种地，吃的是自己种植的蔬菜和山间
的野菜，喝的是自己打的 70 米深的
深岩缝矿泉水，过着悠闲的田园生
活，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情趣。每逢节假日或迎送新老住
客，公寓组织老人举办音乐会和联欢
活动，节目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多彩，
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为什么称老养公寓，而不是养
老公寓？”对记者的疑问，董庆文说，

“我叫它老养，而不是养老，是因为我
想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的养生服务，让
他们在这里享受人生最后一段美好
时光，而不是消极度日。”每位老人在
公寓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区域，突出

“养”，体现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公
寓创办理念。

“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镶嵌在
公寓爱心花园背景墙上的毛体红色
大字苍劲有力。“善心、爱心、耐心、责

任心。”这是董庆文对公寓员工的要
求。“和老人相处，就是要多说多聊。”
董庆文说，要热情细致为老人服务，
对老年人关心照顾要无微不至，做到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说话间，有一
位老人过来说要吃药，董庆文立马上
前提供帮助。

“行善积德还是好的。”董庆文讲
了这么一个例子。去年，有一位老人
在乡下养老院生活非常悲惨，有严重
尿失禁，饭也吃不饱，转到公寓时身体
非常孱弱，50多只绿头苍蝇围着转，公
寓几个人帮这位老人洗了好几遍澡。
在公寓员工的精心护理下，一个星期
后，这位老人慢慢好起来，半年后身体
就已经很好。

“我们的心态非常平和，把老人当
成首长，围绕老人的生活，提供高品质
服务，让老人享受首长级生活保障和服
务。”董庆文说，之所以见面时称记者一
行人为首长，是因为他本人就是退伍
兵，记者一行人中有一位老同志早年从
部队转业，比他早几年入伍。

“山美，水美，空气美，人更美。”
入住老人盛赞公寓的高品质服务。
老人们说，福州是有福之州，公寓是
有福之地，入住公寓的人都是最有福
气的人。有位老人作诗一首，以表感
激之情：“笔架山麓生态园，环境幽雅
好风光。齐鲁山庄美如画，养生休闲
皆无双。”

“养老服务产业是个美丽的话
题，做起来才知道过程中的艰辛。”十
年前，董庆文怀着满腔做好新型高端
养老服务产业的情怀，卖了 4 套房
子，加上从银行贷款，筹措了 700 多
万元，创办了老养公寓，虽董庆文父
母、妻子、姐姐一家人齐上阵，苦苦支
撑，经营到目前始终没有挣到钱，还
处于亏损状态，连正常的房租及员工
工资都难以保证按时支付。但即使
这样，公寓对老人的服务始终都很
好。到了过年，也要留人服务没有回
家的老人。

“养老服务产业是需要众人扶持
的行业。”董庆文说，公寓这里有山有
水，离福州也很近，田园养老、抱团养
老的前景还是很好的。“上了这匹战
马，也要正儿八经认真去对待。”他希
望引进对养老服务产业有兴趣的投资
合作者，把养老服务事业坚持办下去，
让越来越多的老人享受到这种新颖健
康的养老方式。

（文/记者 张华元 图/张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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