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党上下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
的特殊时机，中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
动人才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流
动人才党员代表们满怀豪情参加这次
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他们充分肯
定上一届流动人才党委的工作，期望新
一届流动人才党委带领流动人才党员，
以更加坚定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
担当，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新时代新
福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无愧于流
动人才党员的合格答卷。

274支部副书记程子硕：在上届
流动人才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流动党
员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流动党员归
属感和凝聚力大大提升。立足当下，
展望未来，相信在新一届党委的领导
下，一定能做出新的贡献。

169支部书记陈溢：上届流动人才
党委坚持贴近党员需求，创新管理新模
式，拉进了党员之间的距离，希望新一
届流动人才党委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团
结带领广大流动党员，砥砺前行，努力
开创流动人才党建工作新局面。

19支部书记李伟日：流动人才党委
让我们流动党员有了组织归属感，党员
有信仰，前行有力量。祝换届顺利，愿在
新的一届流动人才党委领导下，我们全
体流动党员凝心聚力，迈上新的台阶。

277支部书记董兴长：对于上届
流动人才党委的工作，我最想表达的
是感谢，流动人才党委的用心让我们
广大流动党员同志感到暖心。希望新
一届党委能够继承发扬上届党委良好
的工作作风，推动流动党员中心的工
作更上一层楼。

185支部书记邹炀：在上一届流
动人才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党建工作

取得卓越成效，让越来越多的党员感
受到组织是有温度和接地气的。希望
新一届的流动人才党委能够带领广大
流动党员谱写新的篇章。

289支部书记张世平：对于上一
届流动人才党委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
谢，没有他们的找寻，我无法成为流动
党员支部的一份子。希望新一届流动
人才党委能让初心薪火相传，革命使
命永担肩，带领流动党员们再立新功。

221支部书记林春艳：上届流动人才
党委的同志们就像是黑夜里那颗特别闪
亮耀眼的北斗星一样，给散落迷失在各处
的同志们指明方向，让同志们能够回家，
让同志们能够知道家的方向在哪里。

165支部书记黄祥东：上届流动
人才党委结合流动党员实际情况，以
务实、创新的工作方式，让党员离组织
更紧密了。相信新一届党委能继续带
领所有流动党员保持初心，发扬艰苦
奋斗精神，在民族复兴大潮中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53支部书记张青：上届流动人才
党委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团结全体流
动党员，使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得到显著
提升。希望新一届党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进一步增强流动党员凝聚力，带
领流动党员走向新征程，取得新胜利。

46支部书记康艺惠：感谢上届流
动人才党委，引导和带领各支部开展
党建工作，是你们提高了流动人才支
部之间的粘性，是你们让所有党员的
心越来越更加靠近党了。相信在新一
届流动人才党委的领导下，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流动人才的
党建工作再上新水平！

（本报记者）

书写无愧于流动人才党员的合格答卷
——流动人才党员热议中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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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前不久，省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邢善萍莅临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调研，对流动人才党建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要求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开展
试点探索，为全省流动人才党建探索

经验、作出示范。
邢善萍强调，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要

以开展流动党员管理试点工作为契机，
持续探索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充分发挥
示范作用。要进一步理顺流动党员组

织关系，开展流动人才党员组织关系集
中排查，及时掌握流动人才党员情况，
加强与相关单位、园区、乡镇、街道等党
组织的沟通对接，让流动人才党员的组
织关系转接有序。要进一步加强流动

党员日常管理，严格落实流动人才党员
外出报告、到流入地党组织报到、党支
部经常联系、开展组织生活等制度，切
实把流动党员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抓
实抓细党员教育管理的经常性工作。

加强流动党员激励关怀帮扶，密切联系
流动人才党员，倾听他们的心声，帮助
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切
实把广大党员凝聚起来。

（本报记者）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邢善萍要求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充分发挥示范作用 加强流动人才党员服务管理

本报讯 在中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
动人才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党组书记、董事长游诚志代表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党组，向大会的胜利召开和新
当选的流动人才党委领导班子表示热烈
祝贺，向上一届流动人才党委委员、各支
部书记和全体党员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并对新一届流动人才党委工作和全体流
动人才党员提出要求。

游诚志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
治”的自觉。要做到对党忠诚，始终听党
话、跟党走，把讲政治的要求记在心上、扛
在肩上、抓在手上，最终体现在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体现在不折不扣落实
好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上来，体现在市场
党组对流动人才党建的领导上来，体现在
流动人才党员干事创业的日常言行中来，
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胸怀“国之大
者”，把政治建设贯穿到流动人才党建工作
的全过程、各方面，教育引导全体流动人才
党员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记“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
升流动人才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游诚志强调，要坚持“凝心聚力抓学
习”的态度。要注重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
基，通过加强学习来“铸魂”“补钙”“强
基”。所谓“铸魂”，要充分运用“学习强国”

“党员e家”“海峡智慧党建”等线上平台，抓

好新思想的大学习、大研讨、大交流，立足
实际、学思践悟，因地制宜、守正创新，真正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所谓“补钙”，要结合流动人才
党员的特点和实际需求，进一步加深对中
央大政方针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的
理解，提高全体流动人才党员的政治敏锐
性和工作敏感度，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素
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所谓

“强基”，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不断
加强业务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学习，努力提
升“八大本领”，全面增强自身综合素质。

游诚志要求，要坚持“狠抓基层强基
础”的毅力。要突出抓基层打基础，进一
步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增强政
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建强基层党支
部，切实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要强化制度执行，持续抓好支部建设，严
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谈心
谈话等各项党内制度，通过制度落实增强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推
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增
强试点示范带动，以开展“流动人才党员
试点管理”为契机，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
调整优化支部结构，加强属地化管理，建
立常态化机制，不断探索服务管理流动人
才党员的新途径新方式。

游诚志强调，要坚持“履职尽责促落
实”的担当。要进一步树牢“抓好党建是

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
职”的意识，尽职尽责把流动人才党建工
作抓好抓实、抓出成效。新一届流动人才
党委班子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聚焦主责主业，聚焦党建引领，持续加
强流动人才党员教育管理，持续探索新时
代流动人才党员服务的新路径新举措，增
强党建工作实效，促进流动人才党建与流
动人才党员所在单位业务深度融合。各
党支部书记要发挥好“带头人”和“领头
羊”作用，忠诚履职、无私奉献，结合工作
实际扎实开展支部各项工作，力争把每个
流动人才党支部都打造成为“政治过硬、
业绩优良、特色鲜明、品牌突出”的先进基
层党组织。市场机关党委要坚决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对流动人
才党委的工作指导，区分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流动人才党建的规律特点，分类施
策、有的放矢，确保流动人才党建与市场
机关党建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游诚志最后强调，要坚持“岗位建功
展风采”的作为。广大流动人才党员要始
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持续发
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践行省委提
出的“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活
动，以省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正在推
进的“模范机关”创建为载体，立足岗位做
贡献、建功立业展风采，把岗位当舞台、把
工作当事业、把党员当荣耀，努力在一线
岗位展现新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争做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辱使命的新
时代优秀流动人才党员。 （本报记者）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党组书记、董事长游诚志强调

尽职尽责把流动人才党建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本报讯 5月29日上午，中共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第三次代表大会在
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3楼会议
室召开（如左图）。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流动人才第二届党委会工
作报告，总结回顾了近五年流动人才

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明确了今后五
年流动人才党建工作的总体要求和
工作思路。

大会审议并通过换届选举办法以
及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参会的 99名流
动人才党员代表通过差额选举、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第三届流动
人才党委。 （本报记者）

中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流动人才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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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创流动人才党建工作新局面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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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共产党员

沈扬松（第1支部）、陈燕长（第5支部）、陈洁（第10支部）、

林锦洲（第16支部）、陈 （第25支部）、余炳炎（第26支部）、揭月

玲（第29支部）、曾廷希（第37支部）、余虹烨（第37支部）、孙志

雄（第38支部）、巫晓华（第40支部）、韩东林（第43支部）、陈燕

华（第45支部）、叶永谋（第47支部）、吴子英（第48支部）、吴灵

云（第50支部）、林承祥（第65支部）、李燮泠（第67支部）、叶林

（第71支部）、辜祥端（第74支部）、陈涛（第74支部）、张海清（第

77支部）、诸葛海颖（第79支部）、陈火木（第80支部）、傅诏午（第

81支部）、骆冰冰（第84支部）、张丽珠（第84支部）、张扬龙（第

91支部）、叶生辉（第101支部）、叶茂冰（第102支部）、刘丽春（第

108支部）、黄秀萍（第117支部）、马世哲（第128支部）、肖涵（第

129支部）、陈伟群（第146支部）、陈启日（第150支部）、肖毅（第

153支部）、虞冬妹（第158支部）、潘娇芳（第161支部）、张文清

（第163支部）、林华贞（第163支部）、谢霖凡（第163支部）、雷金

文（第164支部）、黄祥东（第165支部）、陈溢（第169支部）、朱金

来（第170支部）、余锋（第171支部）、连婷婷（第178支部）、邹炀

（第185支部）、黄泽松（第187支部）、朱雄增（第192支部）、刘巧

玲（第193支部）、马汇琳（第194支部）、潘秋儿（第198支部）、柯

志华（第200支部）、王志勇（第205支部）、胡启洲（第207支部）、

李晓彬（第 212支部）、叶文鹏（第 212支部）、林尚坤（第 215支

部）、郑美云（第217支部）、蔡晓萍（第219支部）、蔡艳平（第225
支部）、曾婉萍（第225支部）、林舒丹（第226支部）、何秀银（第

230支部）、周林（第234支部）、赵若飞（第237支部）、余金伙（第

237支部）、吴丹（第241支部）、王森杭（第244支部）、谢雯可（第

251支部）、吴长彬（第252支部）、刘祥来（第260支部）、董兴长

（第277支部）、杨成锋（第280支部）、郑凤辉（第287支部）、张世

平（第289支部）、薛伟伟（第289支部）、李敏（省旅游公司党支

部）、张蕾（省旅游公司党支部）。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振明（第2支部）、胡丽婷（第9支部）、刘辉（第14支部）、

李伟日（第19支部）、林宝明（第37支部）、康艺惠（第46支部）、

吴子英（第48支部）、周明振（第68支部）、周建美（第72支部）、

王肖鸣（第74支部）、薛祖喜（第77支部）、陈健（第84支部）、罗

丹（第86支部）、刘宁（第104支部）、刘雨桐（第116支部）、邱鸿

利（第123支部）、谢剑锋（第124支部）、叶立峰（第136支部）、余

定斌（第142支部）、姜乃灿（第161支部）、林智碧（第162支部）、

黄祥东（第165支部）、卓承森（第180支部）、王忠（第193支部）、

曹凤春（第 201支部）、黄曙光（第 202支部）、王森杭（第 244支

部）、张小汉（第227支部）、何秀银（第230支部）、陈慧（第243支
部）、邓海芳（第246支部）、徐源（第257支部）、刘龙辉（第269支
部）、程子硕（第274支部）、郑奕平（省旅游公司党支部）。

三、先进基层党组织

第5支部、第12支部、第37支部、第56支部、第67支部、第

74支部、第76支部、第84支部、第85支部、第101支部、第103支
部、第118支部、第123支部、第147支部、第153支部、第161支
部、第187支部、第194支部、第196支部、第205支部、第209支
部、第211支部、第261支部、第280支部、省旅游公司党支部。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党委“两优一先”五年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所属流

动人才党支部和流动党员涌现出一批先

进典型，其中：1名流动党员荣获“省直机

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名流动党员荣

获“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3个

流动党员支部荣获“省直机关先进基层

党组织”称号；2名流动党员荣获“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机关党委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2名流动党员荣获“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机关党委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个

流动党员支部荣获“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机关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81名流

动党员荣获“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

才党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5名流动党

员荣获“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党

委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5个流动党员

支部荣获“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流动人才

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一、优秀共产党员

姜乃灿（第161支部）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林宝明（第37支部）、王肖鸣（第74支部）

三、先进基层党组织

第74支部、第158支部、第221支部

福建省直机关“两优一先”

一、优秀共产党员

林建新（第 101 支部）、陈燕长（第 160 支部）

二、优秀党务工作者

朱明成（第139支部）、李晓彬（第212支部）

三、先进基层党组织

第37支部、第161支部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机关党委“两优一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