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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突出
党建引领，坚持“抓党建、促业务，践初心、
提服务”工作思路，成立党员志愿先锋队，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集聚合力，同
频共振，用一组组数字串联起就业、社保、
劳动关系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轨迹。

突出党建引领
织牢就业稳岗“防护网”

——保障重点企业用工。为更好地
帮助企业渡难关、稳岗位，打出“免减缓返
补”的政策组合拳，推行普惠性稳岗返还

“免申快办”服务模式，对中小微企业返还
比例从60%提至90%。开展春节扩岗留工
稳就业行动，发放春节期间稳生产一次性
奖补等16.03万元。

——帮扶重点群体就业。开启“互联
网+就业服务”新模式，先后推出“好年华
聚福州”福州法务区、朱紫坊基金港直播
带岗等招聘活动 15场，450家企业通过云

端直播形式发布岗位需求近万人次。积
极宣传创业扶持政策，推荐 53人参评全
国、省、市级创业大赛。为167名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实现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

突出党建引领
织细暖心为民“服务网”

——做好基层“服务员”。扎实推进
“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实现87项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网上系统审批。延长失
业补助金等阶段性扩围政策受理期限和
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发放失业待遇 1.57
万人次 1957.02万元。创新推出“技能进
社区”活动，用活用足用好该区丰富的“技
能大师工作室”资源，群众参与人次达上
千次。

——当好基金“守门员”。持续推进社
保疑点信息核查清理和追讨工作，加强账
户管理，严格落实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规定；

加强对基金运行全环节的监管力度，严格
按程序将养老金、失业金直接发放到个人，
确保社保基金支付的安全、准确和及时。

突出党建引领
织密人才队伍“集聚网”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学历
层次为高校毕业生量身打造人才补贴政
策，今年以来认定各类高层次人才 500余
人，兑现奖励金 1138.5万元。实施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加快培育高技能人才，组织
开展培训 2万人次，审核发放培训补贴资
金1349.35万元。

——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建立高层
次人才走访联系制度，实施人才安居工
程，为人才提供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
健康、后勤服务等配套政策。打造“鼓高
班”培训品牌，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合作，培
训重点企业高管学员 142人，助力打造高
素质企业家队伍。

突出党建引领
织精劳动关系“和谐网”

——狠抓纠纷调处。全力抓好根治
欠薪工作，办结全国欠薪线索平台、省大
数据平台转来案件 593件，办结率 100%，
居福州全市第一。依法处理劳动人事争
议，推进“互联网+仲裁”平台建设，加速案
件审结，受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 321
起，结案 259 起，结案
率 80.69% ，调 解 率
61%。

——推进和谐共
建 。 打 造 龙 头 企 业

“1+N”引领模式，累计
培育省、市、区级劳动
关系和谐单位 166家，
数量排名全市第一。
省内率先在企业、街
镇、园区设立劳动关系

公共服务中心（服务室）21家，解决服务企
业、职工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创新推出

“怡山论法”——人力资源法务系列公益
活动（如图），贯穿 2022年全年，线上线下
同步开展普法宣讲。目前已举办7期课堂
活动，在线参与近5000人。

让群众满意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
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的满意度更是衡量
人社服务最好的标尺。下阶段，鼓楼区人
社局将继续充分发挥人社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围绕群众办事需求，谱写党
建引领人社工作新篇章，以实实在在的成
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通讯员 徐紫萱）

苏志忠是三明学院资源与化工学院教
授，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化学
工程与技术省重点学科带头人，全国模范
教师。他主持省科技厅重点项目2项、省自
然基金面上项目1项、教育厅产学研A类专
项1项，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7件，已授权6件。

“创应用强校、育致用大才”是三明学
院的发展理念，也是苏志忠深耕教育 35载
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作为化工省级学科负责人和专业负责
人，苏志忠不断提升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水平，努力为三明革命老区培养留得住、用
得上的应用型人才。

“提升学生的工程意识、产业意识和服

务地方意识，让应用
型人才培养更加适应
地方产业需求。”

2013 年，苏志忠
主持的化工专业获教
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立项，率先
开展“一课双师、一课
多师”和工程教育人
才培养体系改革，让
企业深度参与培养符
合地方产业需求的应
用型人才。

氟新材料是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氟新材

料产业已被列入我省重点培育的成长性产
业集群。2016年，苏志忠组织学科团队聚
焦区域氟新材料特色产业，在服务区域氟
新材料产业和人才培养上形成学科特色，
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获省级应用型学科立
项建设、化学工程领域获三明老区首个硕
士点培育建设，逐步形成学科建设和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同年，化
工专业顺利通过 IEET工程教育国际专业
认证，成为福建省高校首批通过 IEET国际
认证的14个专业之一。

“闽西北还没有一个硕士点，老区苏区
的发展急需高层次人才。”为了学校申硕，
苏志忠倾注了大量精力。2017年，苏志忠
负责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成为福建省首

批应用型学科，化学工程与机械工程、生物
工程一起成为三明学院首个工程硕士培育
点，至今已建成 36人的材料与化工学科团
队，其中博士 32人，占比达 88%，省级人才
10人，硕士生导师 28人，2022年与厦门大
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培
养专业硕士 29 人，累计在校研究生 70 多
人，极大提升了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

5年来，材料与化工学科团队获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省区域重大项目、校企合作项
目共 100 多项，累计科研经费 4256 万元；
SCI、EI收录论文 100多篇，获省部级科技
奖项11项。

2020年，苏志忠带领的科研团队与沙
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合作的《高性能酚醛
树脂模塑料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开发及工业
应用》，经专家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实现
了 30%高含量腰果酚替代苯酚的技术新突
破，企业累计新增产值 9.161亿元人民币，
新增利税1.069亿元，成果获2020年福建省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是继 2019年获福建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后的又一突出成果。

时代召唤人才，事业需要人才，发展依
靠人才。如今，苏志忠正指导3名厦门大学
研究生，2名福州大学研究生与三明市氟新
材料龙头企业开展关键技术研发。2021
年，三明学院的硕博导师培育了 30多名研
究生，为“创硕校”引才、“创一流”聚才开创
新局面。

（来源：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朱丹宇文/图）

深耕教育沃土 服务地方发展
——记三明学院资源与化工学院教授苏志忠

夏季又逢雨季，天气潮湿，病菌滋生，
肠胃病患者多了起来。福州市连江沿海的
晓澳镇卫生院常停满来自福建各地的车
辆，很多人远道而来只有一个目的：到这里
看胃病。

“最近胃有些不舒服，经常嗳气，听亲戚
说这里有一名老医生不错，就让丈夫带我过
来看看。”从莆田赶过来的陈大姐说。

小小的卫生院能有如此口碑，都离不
开一个人，那就是 78岁的“退休院长”邱清
武，他扎根乡村问诊看病已有 50 年，前不
久荣获 2022 年福州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称号。

1972年，28岁的邱清武服从组织安排来
到偏远落后的晓澳镇赤湾村，当时，条件很
艰苦，村里唯一的通道是“哭妈岭”既陡又
滑，行人经常跌倒，一摔就喊“我的妈”。而
邱清武借一座破庙办起赤湾村卫生所，开启
行医生涯。

“比起行路难，村民看病更难。当时由于

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患者只能
徒步去县城看病，一些村民干脆
放弃了治疗。”对此，邱清武暗下决
心，“一定要发愤图强，让病人少点痛苦。”

邱清武发现，由于饮食习惯不佳，不少
村民饱受胃病困扰，调到晓澳镇卫生院后，
他便将重心放在了消化内科的研究上。没
有老师指导，他就自己翻阅相关书籍和文献
刻苦钻研，最终考取了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资
格证。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找他看胃病。“有
一次早上 6点多，一名 64岁的病人从宁德赶
了过来，专门要找我。”往后的行医生涯，他
时常会想起这名患者，然后提醒自己：“我得
更努力，不能辜负这一份份信任。”

10 年前，福建省关于胃蛋白酶与早期
胃癌的相关性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爱钻
研的邱清武跑到北京一家研究所购买了
1000 支试剂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篇《血清
胃蛋白酶原胃泌素-17 检测对慢性胃炎胃

癌临床筛查
价值》的论文，

在学术界引起重
大反响。

在邱清武办公室中，一
排书架占据整整一面墙，上面放满了消化内
科的研究书籍，其中就有他编著的《功能性
消化不良研究——基础与临床》。

退休后的邱清武继续发光发热，选择留
任晓澳卫生院名誉院长、内科主任医生，承
担起国家相关部委的“食管癌/贲门癌早诊
早治”临床科研项目。

在邱清武带领下，晓澳镇卫生院成了治
疗消化内科疾病的“金字招牌”，在福建地区
享有盛名。消化内科年门诊量常年维持在1
万人次，他也荣获“全国优秀卫生院院长”

“福州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来源：福州晚报 记者：郑瑞洋 通讯

员：原路遥 文/摄 原标题：《治胃病，有一
手！福州这位医生厉害了！》）

扎根乡村问诊看病扎根乡村问诊看病5050年年
——记连江晓澳卫生院名誉院长邱清武记连江晓澳卫生院名誉院长邱清武

三明市海斯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7
年，位于三明市明溪经济开发区，是一家研发及
生产高端含氟精细化学品和电池化学品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作为一家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企业的使命是：用氟化学品和氟材料创造美
好未来。

为什么选择在三明市明溪县成立一家公司？
谢伟东说，选择在这里投资扎根，主要是看好福建
的投资环境。

“在产业整合和产业链打造方面，当初选择把
企业办在偏远的山区，是考虑到企业的高科技含
量，能够在这里有发展空间，也是为了支持当地创
新产业布局，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也慢慢上了规
模。”谢伟东表示，随着企业的发展，需要考虑更多
的是产业链的完善，除了在明溪把海斯福做大之
外，还在南平市邵武成立了福建海德福新材料有
限公司，主要做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让企业的产业
链更加完善，帮助福建省和邻近市、县，更好实现
优势产业集聚。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才，因此海斯福化
工也加大了对在外工作的三明、福建人才引进力
度，实现人才回归，让他们能够共同投身到建设新
福建的行列中来。

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着重培植“数字经
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四大优质、优
势产业，作为“专精特新”企业，谢伟东认为企业该
如何融合四大经济发展呢？

谢伟东说：“海斯福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目
前产品主要是电池类化学品跟有机氟化学品。产
品主要应用在新能源汽车、新基建、半导体行业，
契合国家和福建省宏观产业发展布局。绿色经济
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跟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吻
合；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最确定性的机遇，要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加大科研开发，降低成本，通
过数字技术综合应用，将企业打造成一个数字化
绿色智能工厂，也是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必
然趋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氟产品越终端越清洁，海斯福成立以来，
一直加强科技研发力度，力争开发出更多的高科
技含量新产品。

海斯福产品主要有含氟医农药中间体、氟橡胶硫化剂、氟聚合物改性
共聚单体、半导体与显示用氟溶剂清洗剂、含氟表面活性剂、柔性显示与
半导体用氟聚酰亚胺单体、电池化学品、IC蚀刻与电力绝缘含氟气体、半
导体与数据中心含氟冷却液、光刻胶与防污防潮涂层氟单体等共十二大
系列。

海斯福还拥有不少独有技术，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也罕有同类竞
争者。比如，用于吸入式麻醉药的含氟药中间体，全世界只有三四家生产
商，在国内仅一家。

企业现在有两个授权专利，四个申请中的专利。在环保方面，海斯福
不断加大投入，每年要拿出销售额的 3%～5%投入环保，这也是企业永续
发展的一个保证。

海斯福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先后
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IATF16949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

基于公司可持续快速发展战略布局，目前已完成第一厂区、第二厂
区、第三厂区（一期）的建设，并启动第三厂区（二期）项目，产品由单一品
种发展为十二大系列，形成较完整的氟精细化学品产业链。

海斯福的全氟环氧丙烷及下游系列产品，在半导体、生物医药，以及
国防工业等前沿领域都有应用。项目全面建成后，其系列产品将填补国
内多项空白，满足国内、国际有机氟行业向高端产品发展需求，并打破一
些高端特种材料被国外大公司垄断的市场格局。

闽商是福建的招牌，也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谢伟东认
为，做好一家企业或成为一个企业家，要做到两点：一要爱国诚信守法经
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二要不忘创业初心，坚
持“两个健康”，深耕专业领域，用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谢伟东觉得只有抓好企业内部生产，才能保障企
业员工正常的工作生活消费，有效保障内循环；另外很多高科技产品还是
需要国外引进，如果被卡脖子，很多产业都无法持续发展，要不断创新驱
动，提高自己产品的科技含量，填补国内空白，实现进口替代，在更高层面
上助力企业融入“双循环”。 （来源：闽商传媒 作者：林仁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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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先锋做表率 志愿服务暖人心
——记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党员志愿先锋队

苏志忠（左一）指导学生做课题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