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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宁化县打好引才聚才“乡
情牌”，依托“血缘、亲缘、地缘”和各类协会、社
会团体，建立在外乡贤人才数据库，做优乡村
人才发展“生态圈”，把“柴米油盐”写进服务文
章，向在外优秀乡贤伸出“橄榄枝”，吸引“才、
财”回归。

两进两回两进两回，，让乡村开出梦想之花让乡村开出梦想之花

政策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
贤回农村。两进两回旨在推动人才、科技、资
金等资源要素流向农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河龙乡河龙村，廖鑫伟和黄美玲这对“90
后”夫妻返乡创业的故事广为流传。2019年 4
月，在外闯荡的夫妻俩毅然决定辞职回到宁
化，走进了河龙乡河龙村上坑组，开启自媒体
创业，还与同返乡归来的青年合伙组建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通过以“互联网+基地+农户”模
式，依托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以及抖音、快
手等直播平台，线上与线下结合，帮助村民销
售农产品，做大做强乡村主播事业，成为村里
年轻人创业的标杆。两年时间，已在全网拥有
100多万名粉丝，助力村民销售各类农特产品
50多万元。“我很庆幸赶上这个时代，虽然创业
初期资金、技术、销路等方面困难重重，但是政
府对青年创业很支持，不仅给我减免房租，还
免费给我做电商培训。”廖鑫伟说。

淮土镇团结村，大学生张小霞从“单枪匹
马”到“合伙团队”，闯出了一条电商创业发展
新路。2016年，张小霞毅然接下了村党支部返
乡创业的“橄榄枝”，先后创办了团结村薏米专
业合作社、团结村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及

“闽西土八路”电商平台，带领团队每日开着小
面包车走村串户，按照市场指导价向农户收购
薏米、白莲、花生等农特产品，采用“你种我销，
你养我卖”的模式，帮助更多的农特产品搭上

“电商快车”，促进村民致富增收，张小霞也因
此成为了乡亲们口口相传的“电商玫瑰”。

今年来，宁化县不断加大返乡创业支持力
度，出台《宁化县“葛藤人才行动”实施方案》，
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保障等方面提出
了 39项优厚待遇政策。吸收回宁化自主创业
高校毕业生 553人，创业项目 204个，涉及农业
技术、乡村旅游、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20多个
行业，带动就业1600人，累计发放创业贷款272
万元。就是这一项项优惠的引才政策，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年轻人才返乡创业，
让乡村开出了一朵朵梦想之花。

深度融合深度融合，，让乡村焕发人才色彩让乡村焕发人才色彩

探索“人才+”深度融合发展为根本发展路
径，在人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统筹布局
乡村资源、乡村产业、乡村文化，培育孵化一批
特色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返乡青年张河亮放弃高薪职业，创办宁化
县首家专业社工机构——葛藤凹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对于一个新生职业，他边学习边经
营，先后走访了香港、深圳、厦门、成都等地多
家社会服务机构，学习机构管理运作和项目服
务的经验、做法。几年来，未放弃的梦想，让他

建立起一支专职团队，培育发展 400余名志愿
者，并与西南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集美大
学等高校建立起战略合作，吸引一大批高校社
工专业毕业生来宁化就业，开创了社工人才工
作行业发展新局面。

8月中旬以来，中沙乡新绿金智能温控蔬
菜大棚里的小黄瓜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忙
着采摘、运输、分捡、称重、装箱，呈现一派丰收
的景象。该蔬菜基地董事长林荣，2019年放弃
了福清市公务员的身份，带着对农业的情怀，

“转身”回归农村成为一名“新农人”，创办了宁
化县新绿金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
以建设标准化智能温控蔬菜为基础，通过“支
部+公司+农户”模式，延伸打造了集采摘、观
光、科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 10
月，该公司被评为三明市优秀民营企业。

“现在乡村建设得特别好，吸引了很多年
轻人回乡创业，村里的妇女也更愿意选择家门
口就业，对我们招工也方便。”林荣看到了宁化
农村快速发展的成果，再加上充足的劳动力，
让他选择来宁化创业，扎根宁化农村大舞台。

在林荣的带动下，村里 200多户农户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基地还为贫困户提供技能培
训、技术指导、产品回收等帮扶措施，提高种植
效率，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下沙村、楼家村
将村财增收专项资金投入公司共建扶贫大棚，
20 万元入股企业保底分红，实现村财和村民

“双增收”。

精心培育精心培育，，让乡土人才让乡土人才““枝繁叶茂枝繁叶茂””

近年来，宁化县坚持以产业发展为突破，
培养造就一批扎根农村的“土专家”“田秀才”
和农业职业经理人，让更多的乡土人才“破土
飘香”，实现华丽蜕变。

曹坊镇三黄村，村委委员黄桃金创办了
“三星山药”专业合作社，从成立伊始就依靠
“统一供种供肥、统一培训指导、统一虫害防
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销售”产销服务体
系，采用“鲜品+冷储+加工”产销推广模式。成
立至今，该合作社辐射带动曹坊、治平、安乐及
长汀馆前等周边乡镇180余户群众参与种植山
药，2021年预计产山药 1500吨，年产值 940万
元以上。

宁化县持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专科学历
提升教育工程，把农民培育成有技术、懂市场、
会经营、能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具有大专文
凭的专业农村致富能手。目前，已完成农民职
业技能培训 1380人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520
人。除此之外，选派省市县科技特派员 92人，
带着技术、带着项目，深入基层服务农村合作
组织（企业）120余家，开展科技培训86场次，培
育示范农户 55多户，受益农民 4300余人。分
级分类建立“乡土人才库”，现有各类乡土人才
300余名。

下一步，宁化县将继续鼓励社会各界人士
投身农业农村建设，以吸引培养返乡创业青年
为代表的“新农人”为切入点，让返乡青年“留
得下、有空间、发展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
乡村人才振兴之路。

（通讯员 郭良贵）

以“人才”为笔，绘乡村振兴画卷
宁化县持续做优乡村人才发展“生态圈”

把脉发展瓶颈问题 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省人社厅开展专家服务龙岩永定区湖坑镇乡村振兴活动

本报讯 11月 25日—26日，省人
社厅开展乡村振兴特色镇试点示范活
动，邀请18名省内外旅游规划、农业、
林业、养殖、医疗等方面专家，赴龙岩
市永定区湖坑镇开展专家服务乡村振
兴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湖坑镇位于永定区东南部，是世
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与国家 5A级
旅游景区“福建土楼（永定·南靖）旅游
景区”的核心所在地之一，2010年3月
被国家住建部、旅游局授予全国特色
景观旅游名镇，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

此次活动由省人社厅副厅长童
长峰带队，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开发
处、农民工工作处、省退休干部工作
指导中心、省引进人才服务中心相关
工作人员参加。活动过程中得到龙
岩市人社局大力支持。

省人社厅组织专家深入湖坑镇
开展项目对接、技术指导、专题授课、
人才培养、考察调研、医疗义诊、“师
带徒”人才帮扶等服务活动，将医疗、
旅游规划设计、农林技术、短视频制
作、电商平台搭建等优质资源下沉湖
坑镇，指导开展乡村振兴特色镇试点

示范工作。
“开展专家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主

要目的就是为乡村解决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为地方把脉经济发
展中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为企业提
供创新驱动人才智力支持。”童长峰
在此次活动需求对接会上强调。

对于下一步专家服务乡村振兴
工作，童长峰要求做到能长久、可持
续、会有效，让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真
正能够助推当地经济建设，拉动当地
产值提升；助力本地产业发展，带动
人民共同致富。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日前，浦城再生稻“科技
小院”揭牌仪式举行。该“科技小院”
由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准设立，
是浦城县首个“科技小院”，也是南平
市仅有三个“科技小院”之一，更是中
国农技协 2021年在福建设立的九个

“科技小院”之一。
浦城县再生稻“科技小院”由省科

协、省农技协、福建农林大学、南平市
科协、浦城县科协、浦城县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共同建设发展，将紧紧围绕“助
力浦城农业科技创新，助推浦城乡村
振兴”的总目标，以福建山农米业有限
公司为依托单位，上接专家人才、下联
生产基地，搭建起人才和产业紧密联
系的“直通车”，打造出集农业科技创

新、社会服务、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培
训于一体的农业人才集聚新平台。

小院在再生稻等水稻育种、病害防
控、养料配制等研究领域与华南农业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中国科学院、福建省
农科院等高校院所和企业开展合作，充
分依托“科技小院”，强化“人才服务阵
地”培育孵化、引领示范作用，着力突破
技术瓶颈，引进首席专家福建农林大学
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文雄以
及11位资深专家教授及十余名在读博
士、硕士研究生组成专家团队，扎根浦
城田间，探索解决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
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持续开展农业
技术咨询、农业科技创新、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等科技服务活动，助推浦城产学

研政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水稻产业提
质增效以及“三农”发展。

小院通过构建“高端专家+高校
大学生+乡土人才”服务模式，采取专
家面对面讲课、田间观摩、科技胡同
等“零距离”对接三农、“零门槛”普惠
服务、“零费用”推广培训的方式，向
农民及农业人才普及农业技术、提供
技术咨询指导等服务，实现各类专家
人才实践能力与广大农民群众科技
素质“双提升”的新突破，并创建了一
条科技与农民零距离衔接、人才与产
业深度融合、“输血”与“造血”有机结
合的科技推广新路径，聚力培育“一
懂两爱”高素质新型农业人才队伍。

（通讯员 林博韬）

搭建人才和产业紧密联系“直通车”
浦城再生稻“科技小院”揭牌

本报讯 11月 23日，省工信厅公
布 2021年度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名单。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所属的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福
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
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龙岩工作部获授“福建省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称号。
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是指经省工信厅认定，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信息、技
术、创业、培训、融资等公共服务，管理
规范、业绩突出、公信度高、服务面广，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服务平台。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充分发挥好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的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的服务能力和组织带动社会
服务资源的能力，主动为广大中小企
业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赋
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公布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所属4个平台获认定

为开发区人才工作作出新贡献
泉州开发区人才协会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1月 23日，泉州开发区
人才协会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暨理事（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人才协
会工作情况及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人才协会的重要政治任务。
人才协会和广大人才工作者要深刻
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
大意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
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真正学深悟透、学懂弄通，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汲取奋进力量，不负使
命担当，扎实为开发区的人才工作作

出新贡献。
开发区人才协会理事、会员代

表、人才服务联络员参加会议。与会
代表热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并从人才政
策、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评价、
人才服务等方面建言献策。

（通讯员 黄志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