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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三明市委书记余红胜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三明市实
施“麒麟山人才培育计划”推进“2+3+N”
人才专项行动方案》《三明市加强重点领
域紧缺急需专业人才引进培养的实施办
法》《三明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才
服务的十条措施》等一系列人才政策落
实落细。市领导刘宝怀、杨兴忠、张元
明、林菁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三明市新研究出台的一

系列人才政策宣传范围广、社会反响好，
为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推进人才引进培
育工作，推动三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正
向促进作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

“说到就要做到”的要求，加大政策推进
落实力度，以实际成效回应社会关切、兑
现政策承诺、满足发展需求。

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分析研判，进一步建立明籍院士联系
服务机制，创新职称职数周转池和人才、

教师、医护人员编制周转池等人才工作
办法，推动三明市人才政策体系健全完
善。要持续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创新传
播手段、传播形式，做好职能部门政策解
读培训，推动人才政策传得更广、落地更
实。要持续推动政策执行，各职能部门
立足自身实际，做好政策衔接，细化操作
办法，全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推动政策优势尽快转化为促进发展的人
才优势。 （通讯员 郭良贵）

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三明市委研究推进人才政策落实工作

本报讯 今年 4 月三明市人才新政
出台以来，三明市人社局立即响应、迅速
行动，贯彻三明市委部署要求，落实“明
籍优秀人才回引计划”，通过开发专门岗
位、引乡贤进乡村、进高校讲政策、直播
带岗进企业等形式促进各类优秀人才回
乡就业创业，扩大三明市人才政策知晓
率，为三明市形成人才“归雁效应”奠定
基础。

在今年的事业单位招考工作中，市
人社局采用有限竞争招聘方式开拓专岗
引人才，专门面向本市、县户籍人员（或
生源）开发 106 个事业单位岗位，招聘
110 人。共吸引了 2169 名明籍学子报
考，反响热烈。目前，招考工作正按规定
有序进行中。

为吸引明籍在外高层次人才、紧缺
急需人才回乡就业创业，前不久又开发
出 87个研究生以上学历招聘岗位，部分
岗位年龄放宽至45岁，招聘148人，他们
仅需通过面试考核，即可择优聘用到三
明市相关事业单位工作。截至目前，共
有205名硕士、博士报名。

市人社局围绕产业链、招商链布局
推进人才链，联合省引进人才服务中心
和市委组织部，依托三明市人才驿站服
务体系，打造三明人才项目“揭榜挂帅”

赶集日常态化对接平台。今年3月以来，
先后在三元区红印山人才驿站、清流台
湾人才驿站、中关村人才驿站、尤溪融媒
人才驿站等地举办了 4场人才项目赶集
日活动，以“师带徒”的形式引来人才项
目34个，签约15个，其中乡村振兴“银发
计划”人才对接成功 3个，探索出一条人
才回引新路径。尤溪赶集日“银发计划”
人才徐开钦，是尤溪县西滨镇乡贤，今年
60岁，国家级高层次引进人才，水环境专
家，海外生活 37年，怀着浓浓的乡愁、乡
情，通过赶集日平台对接，签约包村指导
尤溪县西滨镇雍口村，为家乡振兴发挥
余热。

5月 17日，市人社局会同市委人才
办印发《三明人才项目“揭榜挂帅”赶集
日活动实施方案》，为下一步引才引项目
提供政策保障。市人社局将借助对接平
台着力打好“家庭牌”“乡情牌”“亲情
牌”，以家乡事、家乡人唤起在外人才的
乡愁乡情，增强动员回引效果。

为加强三明市人才储备管理，补充
各类人才力量，市人社局主动联系省内
高校，开展 2022年“三明人才政策进高
校”宣传招聘活动。5月 26日，邀约福建
医科大学学工部张敏坚一行来三明市
调研，了解三明市人才新政，并在市第

一医院、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福
建汇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开展访企拓
岗促就业活动。5月 29日，专门前往福
建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宣传三明市
人才政策新政，举办专场招聘和明籍师
生座谈会。同时，计划于 9月后组织三
明市教育、医疗卫生单位及“433”产业
企业去省外高校宣讲人才政策并招引
人才。

市人社局组织人员深入重点用工企
业调研，在重点用工企业召开座谈会，面
对面当好人才政策“宣传员”。今年以
来，共召开重点用工企业座谈会15场，走
访重点企业 110家，让企业职工知晓、弄
懂、宣传政策，落实政策优惠，促进稳岗
就业。

为有效解决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式下
企业招工难问题，构造明籍人才回引新
业态，今年以来，市人社局重点推动“云
上”招聘，推出“大爱三明”等特色化带岗
直播、网络招聘等服务。依托“三明就业
和人才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求职招聘
平台，开展线上招聘活动，实现岗位发
布、求职登记、招聘面试全程在线办理。
截至目前，共开展 19场直播带岗招聘，
239家企业参与，招聘 1万多人，解决用
工近2000人。 （通讯员 张露丹）

立即响应 迅速行动

三明市人社局多措并举引才回归

“根据茶青的干湿程度，制作时间以
48~60个小时为佳，超过 72小时品质就变
差了。萎凋时要摊得薄一些，干燥时用慢
火不用急火，让茶青自然干透……”5月 29
日，2022年卢明基师徒春茶品鉴会在寿宁
县斜滩镇天福缘茶厂举行，卢明基对学徒
选送的白茶样品品鉴后指出各自的优缺
点，提出改进的意见。

当天，寿宁县茶业局技术专家、卢明
基的 12位徒弟及各乡镇茶企代表分别对
选送参加中国白茶茶王争霸赛的白茶茶
样及卢明基徒弟制作的白茶、红茶进行了
品鉴。寿宁县茶叶发展中心主任范世朗
说：“举办这次品鉴交流活动，从中可以发
现制茶师在各个加工工序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的办法，对茶叶生产起着指导和
促进作用，对制茶技艺提高、产业升级都
有积极作用。”

据了解，卢明基是中国制茶大师、宁德
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
人，从小与茶结缘，独创寿宁“花香”型红
茶，获得中茶杯、国饮杯等国家级奖项，并
入选中国茶叶博物馆教学用茶，其制作的
各种茶类得到市场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推
动了寿宁县高香型茶树品种发展，促进了
茶农创收，使寿宁茶叶产业进一步得到提
升和发展。

一个名师，带动一个产业。寿宁县设立
了卢明基大师工作室和寿宁高山红茶传习
所。多年来，卢明基以其匠心精神做好茶的

同时，积极推动寿宁上百家茶企制茶品质的
提升，无私为寿宁培育制茶工匠，得到他精
心指导的制茶师和“门外汉”不计其数。

几年前，南阳义务消防队员林国春想
学做茶，经朋友介绍到卢明基处学习。卢
明基带着林国春到厂里，一步步地讲解演
示，将制茶工艺毫无保留地教授给林国
春。此后，林国春还得到卢明基的不断指
导，慢慢地林国春从“门外汉”变成了制茶
能手。如今，他靠着自己制作和销售茶叶，
过上了小康生活。

从事制茶 30余载，卢明基培养了制茶
人员上百人，他希望制茶这门老手艺不断
推陈出新，一代代传承下去。

（通讯员 吴苏梅 刘梅芳）

本报讯 5月 27日，云南省人社厅副厅
长石丽康率团来闽，与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达成劳务协作战略合作意向。双方将建立
常态化工作调度机制，互设工作站、互派工
作人员，定期协调会商，挂图作战，通过组
团式“点对点”包机包车包专列的方式，有
序推进云南劳动力来闽务工，并为在闽云
南务工人员提供跟踪服务。

为促成闽滇劳务协作，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于 5月中旬赴云南昆明市、昭通市、曲靖
市、大理州等地开展劳务协作调研，对接相
关需求，探索合作模式，为深化闽滇劳务协
作筑基铺路。此次常态化合作工作机制的
建立，将有利于促进两省劳动力有序流动，
在帮助云南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同时，也有利于化解我省重点产业
缺工难题，助推两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据了解，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已在云南、

贵州、四川、河南、江西等重点劳务输出地
建设劳务工作站 46个，常态化开展劳务对
接合作。下一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将以
此次闽滇劳务协作为契机，持续拓展与中
西部其他省（区）劳务协作，计划在全国联
系 100个劳务工作站、100所本科院校、100
所高职（技工）院校，建立源头招工引才工
作体系，引进一系列紧缺急需人才，为我省
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本报记者）

本报讯 日前，省工商联发出《关
于支持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开展职业
经理人培训工作的通知》，支持协会
每年重点培训 1000 名职业经理人，
旨在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人才工作会
议部署，进一步做好职业经理人培养
工作，打造一批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
队伍，更好地促进我省民营企业健康
快速发展。

通知要求，各级工商联和所属商

会应把培养职业经理人作为促进我省
民营企业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服务
企业的具体项目内容。从今年起，省
职业经理人协会计划每年重点培训
1000 名职业经理人，分批分层次进
行，希望各级工商联和所属商会与省
职业经理人协会主动联系对接，积极
发动，做好培训人员的选送工作，确保
培训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通讯员 赵志伟）

省工商联发文支持省职业经理人协会

每年重点培训千名职业经理人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携手云南省人社厅

建立常态化闽滇劳务协作机制

名师“品鉴”培育制茶工匠

本报讯 6月 7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公布《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
称《公报》）。

《公报》显示，截至 2021年末，全
国就业人员 74652万人，其中城镇就
业人员46773万人；全国就业人员中，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 22.9%，第二产
业就业人员占 29.1%，第三产业就业
人员占 48.0%；全年选派 3.8万名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
年末，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91万家，从业人员 103.15万人。全
年共为 3.04亿人次劳动者提供就业、
择业和流动服务，为5099万家次用人
单位提供专业支持。

截至 2021年末，全国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人员累计 18.7万人，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6500多人。深入
实施专家服务基层行动，全年组织开
展60个专家服务基层示范团项目，新
设立15家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组织
1200余名专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多
种形式服务活动，培训指导基层专业
技术人才和当地群众近4万人次。

实施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
支持计划和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
项目，资助了122名留学回国创新创业
人才。实施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
划，资助了 47项留学人员服务活动。
年末，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 372
家，入园企业超过2.5万家，9万名留学
回国人员在园就业创业。目前全国共
有省部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53家。

年末全国共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87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357个，
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29.2万人。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顺利
实施。全年举办300期高级研修班，培
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2万余人次。
颁布智能制造等10个数字技术类国家
职业标准，加快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

全年全国共有1880万人报名参加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347万人取得
资格证书。年末全国累计共有3935万
人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

年末全国共有技工院校 2492所，
在校学生 426.7万人。全国技工院校
共招生167.2万人，毕业生108.7万人，
面向社会开展培训 600.7万人次。年
末全国共有就业训练中心 940所，民
办培训机构 29832所。全年共组织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218.4万人次和以
工代训1501.8万人。

年末全国共有职业资格评价机构
6894 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13431个，职业资格评价或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考评人员41.2万人。全年共
有1078.4万人次参加职业资格评价或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898.8万人次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其中 30.2万人次取得技师、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事业单位聘用制度推行基本实现
全覆盖，工作人员聘用合同签订率超
过96%。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全面
推行，2021年全国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 94.1万人，其中中央事业单
位6.4万人，地方事业单位87.7万人。

（记者 周丽华）

2021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3935万人取得专技资格证书

本报讯 近日，省人社厅公布
2022年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名单，全省共47家单位获评设立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其中福建省惠安县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惠安县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1年，专注于不饱和聚酯树脂为主

的合成树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注
重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与中科院福建物
质结构研究所、厦门大学等高校院所开
展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公司2019年
获评为泉州市级专家工作站，系市高层
次人才自主认定首批试点企业，拥有市
高层次人才13人。 （通讯员 柯佳萍）

新增一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惠安县

本报讯 近日，一场特殊的人才
政策推介会在古田县速 8、方舱等疫
情隔离场所同时开展。60多位正在
隔离的返乡大学生陆续收到《古田县
人才、就业创业政策汇编》。

据悉，针对近期上海等地部分大
学生陆续返乡这一契机，古田县委组
织部、县人社局等部门及时梳理汇编
了包含省工科类青年专业人才、市

“天湖人才”等省市人才计划，县农
业、教育、卫生等各领域人才引进和
就业创业等政策 27 条，通过隔离场
所临时党支部送达到大学生手中。
同时，还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点
对点”解答返乡大学生对人才政策方

面的疑惑和问题，得到了大学生的一
致点赞。这些返乡大学生纷纷表示，
政府不仅在生活上对他们照顾得无
微不至，送来的就业创业政策更是干
货满满、针对性强，真切感受到家乡
对大学生的重视，他们也会把这些政
策分享给更多的同学。

古田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古田县高度重视人才政策的宣传
和落地工作。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
源。这次在外大学生返乡集中隔离，
是我们宣传人才政策难得的机会。我
们想借这个机会，把古田县推介出去，
同时把更多在外大学生吸引回来就业
创业。” （通讯员 李华）

隔离场所“云推介”招才引智不停歇

古田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