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31日，2022年福建·南平“才聚
武夷”人才峰会召开（如图），旨在加快实施“才
聚武夷”行动计划，进一步落实“硬措施”、提升

“软环境”、打造“新舞台”，加速推进人才链与
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有力度、有
精度、有温度的人才聚集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陈坚，中
国工程院院士、华侨大学教授蒋剑春，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等专家
学者线上参会。省委组织部二级巡视员林荣
勇，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西鹏、福州大学党委
书记陈国龙、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南、

武夷学院校长吴承祯等省内高校领导及部分
南平籍专家学者参会。林瑞良、袁超洪、罗志
坚、林斌等南平市领导参加会议。

林荣勇在致辞中希望南平进一步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紧密围
绕省委提出的“南平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做大做强茶、文旅和康养等产业，建设好武
夷山国家公园”要求，不断加大引才育才工作
力度，持续深化校地交流合作机制，健全完善
创新创业载体平台，积极营造安居乐业环境氛
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南平建功立业。

林瑞良说，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南平正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造风景经济，建设
福建客厅，推动“新风景”变为“新经济”，对人
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
将树牢重才、爱才、惜才的理念，健全完善聚
才、用才、留才的机制，为各类人才提供最好的
资源和最优的服务，把南平打造成人才集聚之
地、人才辈出之地、人才向往之地。真诚希望
海内外优秀人才走进南平、选择南平、扎根南
平、逐梦南平，在技术合作、科研攻关、创新创
业中成为南平的“新市民”。

一批优秀人才受表彰一批优秀人才受表彰
人才峰会上，南平市表彰了一批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激励全
市上下以这些优秀人才为榜样，勇毅前行、奋
勇争先，为奋力谱写新时代富美新南平建设新
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吴光兴等 5 名南平市首批“创业之星”，
叶红等 5 名南平市首批“创新之星”，黄亮等

10 名南平市第五批技能大师，福建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张碧清数控铣工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20 家南平市第七批技能大师工作室，叶旺荣
等 30 名南平市第四批农村优秀实用人才接
受荣誉表彰。

为了完善人才服务网络建设，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活力，做精做强人才驿站品牌，更好地

发挥示范效应，现场还公布第一批“市级人才
驿站示范站”，邵武市“1+N”综合服务人才驿
站、顺昌县创业服务中心人才驿站、浦城县畅
享人才驿站、政和县同心电商园区人才驿站等
4家致力服务重点用人单位和优秀人才，为优
化人才生态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驿站入选。

（通讯员 汤文娟 朱昕华）

1313个重点产业科特派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个重点产业科特派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现场集中为 13 个

重点产业科特派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南平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翼翔，副市长杨新强
为挂牌单位授牌。

这 13 个重点产业科特派院士专家工作
站，是南平坚持“以用为本”柔性引才理念，聚
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定位、新使命，深
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首创由行业领军的
高端科技人员领衔，构筑起的产业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平台，为产业发展插上了会飞的翅
膀，是南平发展的“助推器”“加油站”。

分别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
授陈坚牵头成立的陈坚院士茶产业科特派专
家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侨大学教授
蒋剑春牵头成立的蒋剑春院士生物质低碳制
造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水稻所所长胡培松牵头成立的中国水稻所
水稻种业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蔡美峰牵头成立的蔡美峰院士工业安全
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欧亚科学院院士、中科
院上海有机所研究员姜标牵头成立的姜标院
士氟新材料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俄罗斯自
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
究所研究员池天河牵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空
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森林碳汇科特派专家工作
站；由国家级领军人才、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
红牵头成立的廖红教授碳汇生态茶园科特派
专家工作站；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
业研究所研究员张伟牵头成立的中国林科院
竹木机械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杨宁牵头成立的中国农业大学白羽肉
鸡育种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中科院上海高

等研究院研究员赵志军牵头成立的中科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食品加工产业科特派专家工作
站；由浙江理工大学博士贾江鸣牵头成立的
浙江理工大学茶机械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黄彪牵头成立的福建农林
大学竹产品综合利用科特派专家工作站；由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江南大学等专
家联合成立的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肉
鸡食品科特派专家工作站。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蒋剑春、胡
培松，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浙江理工大学
教授陈建能，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肖凡，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王大成等专家学者进行主旨演讲。2019届
省委组织部引进生、政和县科技副县长裴俊
巍，分享在南平工作的心得体会。

首批首批44个个““揭榜挂帅揭榜挂帅””项目发布项目发布
会上，南平市发布首批 4个“揭榜挂帅”科

技重大专项，向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国有企业征集能够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
题的研发团队或解决方案。

此次“揭榜挂帅”重大技术需求（难题）榜
单，是南平市重点围绕“3+4+5”产业集群和“五
个一”特色产业，征集 2021年度“揭榜挂帅”重
大技术需求（难题），组织开展 2021年度“揭榜
挂帅”重大技术需求（难题）调研后凝练形成。

“揭榜挂帅”项目研发资金以企业出资为
主，政府搭平台、促合作并给予适当资助，旨在
通过构建“寻榜、发榜、揭榜”全链条机制，为市
内企业发展最大限度汇聚智慧和力量，实现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重大技术突破和
自主可控发展，提升重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

4个项目分别是：由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

有限公司发榜的“感温变色超细复合纤维制备
关键技术与产业化”，榜额为 2000万元。该项
目需求为重点解决热粘结聚酯纤维（ES纤维）
成型加工中遇到的容易断点和稳定性差等关
键性技术问题，着力打破国外对感温变色材料
制作技术的垄断，开发防疫防护服等安全防护
卫生用品所需要的特殊感温变色纤维材料，促
进传统纺织材料生产提质增效。

由武夷山香江茶业有限公司发榜的“武夷
岩茶‘岩骨花香’特征微生物（酶）转化机制研
究及技术应用”，榜额为 600万元。该项目需
求为研究武夷岩茶“岩骨花香”韵味特征形成
机制和品质提升技术，标准化稳定化岩茶特征
韵味、开发茶衍生品等，实现岩茶产业技术的
迭代升级，为武夷生态岩茶的可控化、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推动茶加工向现代
生物技术转型。

由福建省圣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榜的
“禽类养殖废弃物发电装置中抑制过热器、空
预器积灰结焦技术”，榜额为400万元。该项目
需求为解决禽类（白羽肉鸡）养殖废弃物发电
锅炉装置运行中存在燃烧后积灰严重、结焦不
宜清理、运行周期短等生物质行业锅炉发电共
性“卡脖子”问题，减少锅炉停机成本和人工开
支，减少碳排放，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白羽
肉鸡养殖增产增效。

由福建智云动能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发榜
的“茶叶综合做青机深度工艺参数采集与无线
传输技术开发”项目，榜额为 230万元。该项
目需求为解决茶叶做青中发酵、萎凋等加工过
程中依赖人工经验判断，没有科学系统的参数
标准的问题，探索茶叶加工过程便捷化、数字
化、智能化，实现茶叶加工的精准判定、识别和
控制，确保茶叶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标准化。

校地合作项目签约校地合作项目签约
大会现场还举行校地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南平市领导余文权、何明星、杨新
强、林湫、龚志阳代表市政府，分别与福
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
华 侨 大 学 、福 建 医 科 大 学 签 订 校 地 战 略
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校地双方将紧扣合作内容，

扎实开展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科技成果转
化等方面合作，积极构建校地之间多层次、
宽领域的深度合作关系，促进高校科研与
地区人才工作互补融合，真正实现校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

陈国龙代表参会高校致辞。他表示，福
州大学与南平市的合作渊源已久、基础深

厚。市校双方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
开启更有广度、深度、温度的合作。福州大
学有基础、有能力，也非常愿意为南平市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相信在南
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才聚武夷、智
汇闽北，全方位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一定可以实现。

““智汇武夷智汇武夷””线上平台正式开通线上平台正式开通
现场举行“智汇武夷”线上平台开通

仪式。
该平台立足为人才和用人单位搭建功

能多元、操作便捷的人才服务“神经末梢”，
是集人才政策宣传、奖补申报、招聘岗位发
布等渠道于一体的多功能平台，旨在打造立
体式人才服务体系，实现人才优惠待遇线上

受理、一站式服务，进一步为南平高质量发
展聚智纳贤。

目前，使用者可在平台上申报的项目有
住房保障项目（租房补贴、人才公寓、购房补
助、人才奖励房等）；经费支持项目（大学生
来南平安家补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补
助、企业吸纳人才补贴、返乡创业补贴等）；

市级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待遇兑现（通过
平台受理、审核，确认市级 D、E 类高层次人
才，兑现相关人才优惠待遇）等。

值得关注的是，“智汇武夷”线上平台手
机端不仅可与电脑端无缝衔接，还能实现社
保参保基本信息导入及在线人策匹配功能
等，为人才带来更多便捷、省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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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
者评价推荐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是 2000年 1月由福建
省委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
单位，主要从事社会化考
试、人才测评、管理咨询、研
修培训、经营管理人才评
价、人才背景调查以及福建
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等服
务的专业机构，隶属于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中心开展
的主要业务有：

一、提供专业的社会化
考试服务。中心拥有专业
的社会化考试命题、面试专
家队伍和考务工作人员队
伍，建有社会化考试题库管
理系统、企事业单位公开招
考报名系统、面试评分系统
和面试抽签系统，拥有先进
的无纸化考试技术，承接省
内外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委托的招考命题出卷
阅卷、笔试面试考务组织实
施等项目。

二、提供科学的人才测
评服务。中心拥有科学、专
业、实用的PC端、手机端人
才测评系统和一支专业的
测评专家队伍，具有丰富的
人才测评服务经验，常年为
用人单位开展岗位素质、能
力素质、心理素质、就业指
导、公共职业等方面专业化
人才测评与专家工作坊服
务。测评业务涵盖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招聘考核、选拔
晋升、人事调配、定岗安置、
组织调整、人员盘点、培训
提升等，单位员工或个人心
理健康、个性性格测评，高
校毕业生就业、高考志愿填
报前的个人职业兴趣、职业
倾向、职业适应度测评咨询
服务等。开展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评价与人才背景调
查服务。

三、提供个性的管理咨
询服务。中心拥有一支专
业的管理咨询专家队伍，根
据客户需求，为企事业单位
提供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组
织设计、工作分析、薪酬体
系设计、绩效考核管理、培
训体系搭建等专业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服务。

四、提供订制的经营管
理研修。中心整合省内外经
营、管理、经济、金融、人文等
领域雄厚的高校、企业的教
学力量及科研管理机构的知
名实战专家，提供订制化研
修培训服务项目；受党政有
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委托，
组织或承办中高级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研修、企业家人才
专题研修、职业经理人培训
研修等，致力于培育优秀企
业经营管理者，提升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五、提供统一的职业技
能认定服务。中心负责福
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
统一认定的组织安排工作，
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试卷、
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书核
发的工作方式组织实施统
一认定。目前，统一认定的
职业（工种）范围：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
员、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
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电子
商务师、物流服务师、采购
员、营销员、物业管理员、房
地产策划师、客户服务管理
员、职业指导员、创业指导
师、会展设计师、广告设计
师、室内装饰设计师等17个
职业及其所属工种。

联系方式：
1.考试服务咨询电话：

0591-87383113、88208224；
2.人才测评、背景调查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6；

3.管理咨询、研修培训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1；

4.职业技能认定服务
咨询电话：0591-87383141、
87383162。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

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F 区 7#

楼13层（邮编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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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岩

引导帮扶外出务工返乡青年就业创业
本报讯 近年来，龙岩市应对疫情冲击影响，采取多项举

措为外出务工返乡青年自主创业、扩大就业进行引导帮扶，
有效促进返乡青年稳定就业、积极创业。

资金支持方面，龙岩市实行一次性创业扶持和创业带动
就业补贴，对近3年内返回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且在劳动
年龄段的农民和毕业 5年内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所创办企业，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创办企业带动就业
人数5人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贴1万元，对初创三年内的
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吸纳就业，按每人1000元、总
额不超过3万元给予一次性补贴。同时，加大创业贷款资金
支持力度，全力推广“普惠金融·惠青贷”，首创设立“龙岩市
福农驿站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实行优先安排上级贴息补助、
同档次贷款产品利率优惠、房产及林权抵押减费让利免评估
等政策，并大力推进“农担贷”增信合作模式。截至今年 4
月，共发放“普惠金融·惠青贷”539户，授信金额13320万元，
用信金额12272万元，惠农e贷余额51.84亿元。

鼓励大中专学生等青年申报创新创业项目评审资助，龙
岩市举办“创业龙岩”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第二届“红古
田”杯农村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赛，参加“创青春”大赛，承办
第十七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赛。今
年5月，龙岩市人社局联合团市委、农业农村局举办第五届“中
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龙岩市选拔赛暨2022年“创业龙岩”大
中专毕业生创业市级资助项目比赛，有效激发了创新创业活
力。在此基础上，多形式开展就业招聘服务，主动精准推送就
业岗位、招聘政策、技能培训等信息，以“春风行动”和“就业援
助月”等专项活动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直播带岗、远程招
聘等方式，分行业、分区域、分群体、多频次举办各类专场招聘
会，今年以来，全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95场，2456家次企
业提供岗位11.1万个次，达成就业意向1.5万人次。

为提升返乡青年就业能力水平，龙岩市出台职业技能提
升三年（2019—2021）行动方案，全力做好包括外出务工返乡
青年群体的各类劳动者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2019—2021
年，全市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等培训
10.68万人次。同时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2021年，全市培训
高素质农民 1.23万人，组织 271人参加高素质农民大专学历
教育，学员傅木清获评全国农民教育培训“百名保供先锋”。
此外，龙岩市加强创业政策及创业典型人物宣传，营造全社
会支持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张波）

本报讯 泉州市泉港区日前举办地校企青年人才交流活
动，来自泉港区党政机关、清源创新实验室、福州大学石油化
工学院（泉港校区）、泉港一中、中化泉州科技公司共40余名
青年人才相聚一堂，共话青春、畅谈理想。

青年人才一行首先来到泉港人才会客厅，观看人才宣传
片《创泉港》，感受泉港区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浓厚氛围，详
细了解高层次人才认定及政策支持规定，进一步激活青年人
才对人才认定的热情。

随后，青年人才们到达泉港红星生态园，开展游园交流活
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青年人才分为4个小组，通过击鼓
传花开启自我介绍，借着热烈融洽的氛围，主办方通过心有灵
犀、话说泉港、DIY人才厨房等形式，迅速拉近青年人才之间
的距离，打通青年人才沟通交流渠道，凝聚碰撞青春“火花”。

“这种活动形式既轻松又有趣，结识了不少优秀的泉港
人才，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泉港区对
人才的重视。在这个第二故乡，我收获了满满的归属感。”参
与活动的闫龙飞伸手称赞泉港的山美、水美、人美。

下一步，泉港区将持续深耕人才“港湾计划”，不断构建完
善具有区域特色的人才服务体系，搭建联系人才的新桥梁、服
务人才的新平台、凝聚人才的新载体，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进
一步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服务生态。

（通讯员 林智文 林芬 何杰 林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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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校企青年人才交流促发展

筑巢引凤人才聚 智汇南平产业兴
南平举行“才聚武夷”人才峰会

本报讯 6月 6日下午，福州市晋安区“智汇榕城 才聚晋
安”人才音乐品鉴雅集会在福州泰禾凯宾斯基酒店举行，活动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技能人才展示互动、区人才公
寓揭牌和钥匙交接、人才驿站分站授牌、人才服务项目发布、
人才音乐表演等活动，向人才发放干货满满的“大礼包”。

在人才服务项目发布环节，晋安区现场推介最新升级的
“晋享优服卡”等惠企爱才政策，进一步拓展服务对象和服务
范围，新增了人才公寓服务、场地预约服务、人才联系服务等
内容。

在人才安居问题上，晋安区联合国企拓展整合房源，提
供可“拎包入住”的人才住房。活动现场，世欧王庄、战峰U
厝两处区人才公寓揭牌，并为首批入住人才代表发放“金钥
匙”和乔迁礼包。此外，福州泰禾凯宾斯基酒店分站、福州榕
博幼儿园分站、东二环“党建hui客厅”分站、桂湖美术馆分站
等4家“智汇晋安”人才驿站分站揭牌，共同打造一站多点的
人才服务模式。

来自企业、政府部门的 12位人才被聘任为晋安引才大
使，将发挥以才引才作用，拓宽招才引智网络，为晋安产业发
展牵线搭桥、引智聚力。现场还为活跃在晋安区多个领域的
人才代表颁发省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

作为晋安区人才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上午，在两
岸社区交流中心还举办台湾高层次人才认定政策解读暨“台
师带徒”人才项目资本对接会，3名台湾博士人才现场开展项
目路演，并进行项目发展前景、产品技术方面的交流。

（通讯员 朱榕 宋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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