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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莆田市湄洲湾北岸
经济开发区发挥海峡两岸生技和医疗健
康产业合作区和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田”
的优势，在科研人才招引工作方面下大力
气，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营造细致暖心
的人才环境，打造高层次人才创业热土。

北岸经济开发区提升人才服务保
障水平，在妈祖健康城内配套建有 53
套精装人才公寓房，38名人才直接拎

包入住。该区规划新建一栋18层的现
代化人才公寓，解决人才的现实之虑，
让人才近者悦远者来，做到人才因事
业而来、事业因人才而兴。

据介绍，下一步，北岸经济开发区
人才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创新链、产
业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汇聚天下英
才，共书港产城发展新篇。

（通讯员 王里惠 林辉 翁佳琳）

北岸经济开发区打造人才近悦远来热土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和经济工作，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
才发展规划》。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编制《国家“十四五”期间
人才发展规划》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
要工作，是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的具体举措，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
一项重要专项规划。要全面加强党对人
才工作的领导，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

的战略地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会议强调，要坚持重点布局、梯次推

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
高标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地示范
区。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要
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
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
局。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
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
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

大批卓越工程师。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
点放在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上，为
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要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各类人才
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各级党委（党组）
要强化主体责任，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格
局，统筹推进人才工作重大举措落地生
效，积极为用人主体和人才排忧解难，加
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引导
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胸怀祖
国、服务人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

本报讯 今年来，泉州开发区党工委
人才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纵深落
实人才“港湾计划”，采取“惠企、助企、访
企”三项活动，扎实抓好人才企业复工复
产，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人才发展
齐头并进。开发区企业从逐批复产到有
序生产，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惠企政策宣传。线上举办助企纾困
解难政策对接会和企业研发经费归集和
政策解读培训会，就科技项目申报、人才
认定、科研平台建设、研发经费投入、企业
用工招聘、职工劳动保障等惠企政策进行
解读，助推企业坚定持续发展的决心，加
快复工复产、达产达效。

助企招才引智。20名在校大学生引
才使者分别在就读的 19所高校广泛宣传
开发区人才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来泉州
就业创业，助力企业吸纳和储备人才。3
月以来，全区新增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申
报数31人，来区就业创业大学生21名，申
请安居补助26人次。

访企纾困解难。开展集中走访帮扶
企业活动，对规上、限上企业及专家人才
全访到，摸清实情，精准帮扶，协助企业有
效应对疫情影响，助力人才企业发展。截
至目前，收到涉才意见建议11条，及时协
助解决人才认定、人才引进、人才创新项
目等问题4项。 （通讯员 黄志双）

泉州开发区助推人才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5月8日，宁化县总医院与厦
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以下简称厦门
眼科中心）举行医疗联合体签约授牌仪
式 ，并举行张广斌名医工作室揭牌仪式。

厦门眼科中心是集医疗、教学、科研、
防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眼科医院，是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设有“全国眼科名医工作室”。厦门眼科
中心的眼科专家今后将定期到宁化县总
医院坐诊，为全县及周边的眼疾患者，提
供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疑难复杂
疾病的医疗服务。

当天上午，由全国知名眼科专家（宁化
籍乡贤）张广斌教授、主任医师及其学科团
队骨干组建的张广斌名医工作室在宁化县
总医院揭牌成立。张广斌是厦门眼科中心
业务副院长、白内障及老花眼学科带头人，
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专家团专
家，卫生部“健康快车”专家组成员。此次
由张广斌领衔的名医工作室进驻宁化县总
医院，就是为了把特区的“标杆”医疗在苏
区移植，降低宁化县及周边居民的就医成
本，让宁化县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
的诊疗服务。 （通讯员 邱翠冰）

“家门口”就能看眼科名医
宁化县总医院与厦大附属厦门眼科中心签署医联体协议

本报讯 日前，安溪县中医院心内
科黄鑫博士团队成功开展首台冠状动
脉造影术，开创该院心脏介入治疗先
河，标志着该院心血管内科在介入治
疗领域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黄鑫博士是县中医院全职引进的全县
首位医学博士，曾任辽宁省某大三甲
医院心内科主任，现任县中医院心病
科业务主任。

近年来，安溪县高度重视高层次
医疗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出台一
系列人才奖励政策，着力破解卫健系
统人才短缺问题，为全县医疗卫生单
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提供强有力支撑。

精准引进精准引进，，填补多项技术空白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华佗再
世，妙手回春。”前不久，县医院脊柱外
科主任医师吴李勇及团队收到患者家
属送来的锦旗，感谢他们让孩子再次
挺起身姿，重获新生。

去年2月，该患者被确诊为多发胸
椎腰椎半椎体畸形伴重度脊柱侧弯，
需要立即治疗。吴李勇带领团队成功
完成半椎体完全切除及脊柱侧弯矫形
融合术，帮助这位患者摆脱先天畸形
及脊柱侧弯困扰。该手术的顺利完
成，填补了安溪县脊柱先天畸形及侧
后凸矫形手术空白。

吴李勇是安溪县医院精准引进的
高层次医学人才之一。他精通各种骨
病诊治，尤其擅长治疗脊柱外科相关疾
病，在颈肩不适和腰腿疼痛治疗方面具
有较高造诣，妻子彭锦芸精通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诊治。前年，夫妻俩同时被全
职引进该院，成为“新安溪人”。

“安溪是一片惜才爱才的热土，这
里是一个可以真正发挥作用、大展拳
脚的舞台。”来到安溪后，吴李勇深有
感触。他大力开展脊柱一系列高难度
手术，有力促进医院骨科二级学科发
展，填补安溪县脊柱外科多项技术空
白，使该县脊柱外科水平达到省市级
水平；彭锦芸担任县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兼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她以精湛的医术填补安溪县呼吸
介入治疗空白，提高安溪县呼吸及危
重症医学科的医疗救治水平，推进重
症医学科规范化建设。

高层次医疗人才的引进，撑起茶
乡百姓的“健康伞”。在2021年度全省
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中，安溪县医院
和安溪县中医院的排名均逐步提升。

“我县采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
性引才理念，主动走出去，利用各种资
源，千方百计引进人才。”安溪县委人
才办主任张杰培介绍，近年来，安溪县
在医疗、教育领域引才方面做了有益
探索，设立编制“周转池”，划拨专项事
业编制 20名，用于周转引进到县教育
和医疗行业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加大
柔性引才力度，柔性引进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名誉院长杨叔禹教授等26
名医疗专家。

精准施策精准施策，，当好服务当好服务““店小二店小二””

“高层次医疗人才的引进，给茶乡
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安溪县医院
院长陈鑫坛说，以高层次医学人才吴

李勇的“加盟”为例，安溪县脊柱疾病
患者不用再往县外医院奔波，相比在
省、市三甲医院治疗，每例手术可节省
1万至 2万元左右，“一年下来可为群
众及医保资金节约1000多万元。”

“优质的服务是引才聚才的润滑
剂，要当好服务人才的‘店小二’。”安
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姚其谅说，引才
不易，留才更难。如何让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用得好、做长久，该县针对人
才最关心的个人成长、住房出行、子女
教育等需求精准施策。

为人才安家，是安溪县引才的一
个亮点。被确认为高层次人才的，在
该县无住房且未享受政策性住房，选
择自行购房，按第一至第五层次，分别
获得 80 万元、40 万元、20 万元、10 万
元、5万元的购房补助。确认为引进高
层次人才团队，根据团队和项目评估
情况，可获20万~60万元的经费支持。

“安溪对人才工作高度重视，制定
一系列灵活多样的人才引进政策，完善
的引才用才育才机制，令我们感叹不已，
特别是对人才子女就学的倾斜政策，解
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夫妻俩全
身心投入到崭新的工作中。”谈及入职安
溪县医院的感受，彭锦芸微笑着说。

擦亮识才的慧眼、配齐聚才的良
方，让各地“孔雀”蹁跹而来。如今，大
批高层次医学人才安家茶乡。据统计，
近年来，该县柔性引进的高层次医学人
才有 26人，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张民伟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姚琪远。 （通讯员 郭锦峰 李振辉）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技能人
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畅通技能
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待遇水平，增强
其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等有关文件要
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制定出台《关
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十四五”期末，在以技
能人员为主体的规模以上企业和其他用
人单位中，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普遍建立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衔接、与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相适应，并与使用
相结合、与待遇相匹配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意见》提出，健全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体系。企业根据技术技能发展水平等情
况，结合实际，在现有职业技能等级设置
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或调整技能等级。对
设有高级技师的职业（工种），可在其上增
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位），
在初级工之下补设学徒工，形成由学徒
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
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职业技能

等级（岗位）序列。
《意见》强调，首席技师、特级技师是在

高技能人才中设置的高级技术职务（岗
位），一般应在有高级技师的职业（工种）领
域中设立，通过评聘的方式进行，实行岗位
聘任制。要稳妥有序开展特级技师、首席
技师评聘工作，不搞高级技师普遍晋升。

《意见》要求，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结果与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建立与职业
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
资制。对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
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评优
评奖、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比照相应层级
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聘用到特级
技师岗位的人员，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享
受同等待遇。首席技师薪酬待遇可参照本
单位高级管理人员标准确定或根据实际确
定，不低于特级技师薪酬待遇。

健全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关系广
大技能人才的切身利益，涉及面广，政治
性、政策性和技术性都非常强。《意见》要
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从提升
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做好推动落实、服务保障、监督检查
以及宣传引导等工作。

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人社部出台健全完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意见

安溪打造高层次医疗人才集聚“强磁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