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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7日至18日，由顺昌
县人社局、总工会、县直机关党工委主
办，县春风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南平技
师学院承办的迎接建党100周年·顺昌
县茶艺师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
县乡镇街道39名选手参加比赛。

竞赛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相结
合，参照茶艺师国家职业技能（中级工）
标准进行。选手们凭借独具特色的主

题构思、流利的解说词，以优雅的沏茶
手法完成茶的冲泡过程。专家评委根
据参赛选手茶席设计、茶汤质量、创新
内容等考核项目进行综合评分。获得
第一名的选手将获推荐“南平市技术能
手”，获得前十名的选手将获高级茶艺
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9名理论、实操
成绩均合格者，将获相应的中级工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通讯员 杨丽梅）

顺昌举办茶艺师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6月 18日，我省召开就业
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落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要求，部
署全省就业创业重点工作。副省长李
德金、黄海昆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各级各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全省就业形势稳
定，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
向，落实减税降费、普惠金融等政策，支
持市场主体稳定发展，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拓展农村就业空间，有效稳定
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紧扣产业
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缓解就业结
构性矛盾。要健全工作机制，提升就业
服务水平，加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
障，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和困难群体帮扶

工作，努力实现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要聚焦当前重点，把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抢抓离校前关键期，精准服务指
导，鼓励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到基
层一线实现就业创业。要发挥政策性
岗位吸纳作用，畅通市场化就业主渠
道，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促进毕业
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持
续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人才支
撑。 （本报记者）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 确保就业形势稳定
全省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 6月 16日上午，三明市科
协“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学习贯彻两院院
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精神科技工作者
主题教育活动在三明中关村科技园路
演厅举行。

此次活动由三明市科协牵头，联合
三明市委人才办、市科技局、海西三明
生态工贸区管委会、市科技社团行业党
委主办，沙县区科协协办，三明中关村
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三明市
院士专家和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承办。

主题教育活动传达了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十大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谢
联辉、谢华安就参加全国“科技三会”谈了
感想和体会。他们勉励科技工作者要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扎实立足岗位，
努力履职尽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继
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扎实做好农业农村
各项重点工作，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三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宝怀
出席活动。他希望全市广大科技工作
者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正确政治
方向；要抢抓机遇，不断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融合发展；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为

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活动现场，三明中关村科技园科
协、赵堪兴院士领衔的“三明眼科医院
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成立。谢华安与
宁化县河龙贡米协会理事长曾仁杰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福建省农科院水稻研
究所副所长涂诗航与福瑞华安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靳丽签订“发展现
代种业‘科企战略联盟’”协议。

刘宝怀为永安蔬菜科技小院被评为
“国家级科技小院”，福建省福瑞华安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三明
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被评为“福建省示
范院士专家工作站”，三明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科普教育基地、三明市万寿岩遗址
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被评为“福建省优
秀科普教育基地”，“打造中国稻种基地
科技志愿服务行动”和“‘双汇双助’志愿
服务行动”被授予“福建省首批基层科协
科技志愿服务品牌”颁奖。

活动期间，主办单位以著名杂交水
稻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福建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三明学院科技
处（社科处）主持工作副处长、教授刘纪
峰，三明市农科院旱作所副所长、科技

特派员、副研究员华树妹，全国先进工
作者、福建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沙县农
科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黄秀泉的典型
事迹，分别以《一辈子 一件事 身边的科
学家——谢华安》《我的这十年——最
美科技工作者刘纪峰》《山药姐姐——
科技特派员华树妹》《屹立不倒的“农技
铁人”——最美科技工作者黄秀泉》为
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我身边的
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故事宣讲活动。

三明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三明各
县（市、区）科协主席，三明市科协各部
室、直属单位负责人和全体党员，国家级
科技小院、三明市属企业科协、三明市属
学会（协会）、科技特派员代表，签约单
位、领奖接牌单位代表，“我身边的科学
家和科技工作者”故事人物等参加活动。

当天下午，谢联辉走进三明农校，
为农校师生和来自三明市农科院及沙
县区域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作题为《自
立自强与科学精神》报告。17—19日，
谢联辉深入建宁、宁化的莲子、水稻等
农作物基地考察调研，为当地解决莲子
种植过程中产生的腐败病，以及中国稻
种基地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本报记者）

一场科技工作者的盛大活动
三明市科协“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科技工作者主题教育活动举办

本报讯 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
动就业。以“创新绘就新蓝图·创业
谱写新时代”为主题的宁德市第二届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将于 6 月底举
办。经过层层筛选，从 200 多个创业
团队中产生的 56 个项目团队，将在决
赛中进行激烈角逐。

近年来，宁德市委、市政府坚持

以人才为主体，以政策为引导，以项
目为载体，努力营造更有利于创新创
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让宁德成为
人才荟萃、创新创业的热土。2015 年
以来，该市连续举办了五届创业成果
展，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获省级资助
数连续四年位列全省第一。通过举
办创新创业大赛活动，鼓励该市在校

生、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参与创业实
践，感受创业激情，成长为具有创新
创业视野、创业风险意识、善于捕捉
市场机遇、勇于开拓的创业者。

据悉，宁德市下半年将继续举办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年货节、4 场创
业培训班和两场创业沙龙等创新创
业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宁德将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及系列活动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洛江区举办“建
党百年共奋进，洛江人才谱新篇”高层次人
才献礼建党百年主题活动，洛江区、省特检
院泉州分院、泉州市云箭测控与感知技术
创新研究院的60名人才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六类党员人才代表分享自
己的入党故事，通过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
带动人才们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坚
定理想信念中奋发有为，并带领全场人才
代表合唱歌曲《歌唱祖国》，献礼建党 100
周年。

现场还进行《吾心向党·吾辈自强》知识
竞答，以竞答的方式推动党史知识学习，台
下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随后，最激动人心的“红色运动会”拉
开序幕。运动会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英雄
人物和感人故事等“红色元素”巧妙融入体

育竞赛中，南泥湾丰收、飞夺泸定桥、默契
行军……一项项寓教于乐的体育竞赛，让
人才在体会运动快乐之时，感受到革命年
代老一辈共产党人和老区人民自强不息的
精神。

近年来，洛江区高度关心重视人才工
作，出台《洛江区落实泉州市人才“港湾计
划”促进产业人才发展的意见（试行）》等政
策，全面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开展智能制造、焊接技术、建筑产业
等各类培训，有力强化人才队伍培养建设；
设立洛江人才日，倾心打造5个人才之家，
着力涵养良好人才生态。目前，洛江拥有
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571 人，院士（专
家）工作站等平台 76个，并实现引进市级
高层次人才团队工作“零的突破”。

（通讯员 陈沙军）

本报讯 6月 18日上午，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省委十届
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对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审议通过《中共福建
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决定》，政治站位高，
任务清晰、措施有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
操作性，为福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基本遵循，具有重要的意义。各部门
（单位）、工作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届
十二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紧密
结合起来，通过党组理论中心组、读书班、

“三会一课”等方式，引导市场全体党员深
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
的部署要求上来。各部门（单位）、工作部、
党支部要认真组织学习，将全会精神传达
到全体党员。各宣传阵地要加强学习宣传
报道，营造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市场各部门（单位）、工作部
要立足自身职责，对标对表省委十届十二次
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的 8个方面 38项重
点任务要求，找准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要
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完善“海纳百川”高层次人才信息
共享平台，适时举办人才项目与资本对接活

动，分类举办高层次人才国情省情研修班、
专题研修班，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围绕“积极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深入实施台湾
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优化升级台湾青年
就业广场，畅通台湾青年就业渠道，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台湾人才沙龙活动，举办台湾
人才福建行、在闽台湾人才历史文化研习营
等活动，吸引一批台湾人才来闽就业创业，
努力把福建打造成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
家园。要围绕“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强
化就业优先战略，继续统筹做好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加大对海峡人才网的
改版力度，抓好大客户服务，着力提升招聘
求职的匹配效率，促进精准就业，为保障和
改进民生提供兜底保障。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建统领，注重带动
带领，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贯彻落实的
本领能力。要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办好
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活动，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
激发出来的斗志和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
拼搏奋进的实际行动。要深化“再学习、再
调研、再落实”活动，着力推动调研成果转化
为补短板、强弱项、促发展的具体举措。要
对照市场年度工作要点，抓紧推进各项重点
工作，加快工作进度，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

市场党组成员、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
各工作部党员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参加会
议。 （本报记者）

洛江区高层次人才向建党百年献礼

找准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
提升贯彻落实的本领能力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