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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葡萄酒的历史悠久、种类多样，学会如
何品评一瓶好酒是做好葡萄酒事业的第一步。”近
日，在明溪县人才驿站，来自浙江青田的“西餐大师”
金牌讲师吴帆向参训的归侨及侨眷讲解《葡萄酒品
鉴技艺》课程时介绍。

连日来，明溪举办“葡萄酒-咖啡”职业技能系列
培训班，帮助侨胞系统性成体系地学习行业知识，营
造西式餐饮氛围，为明溪县欧洲进口商品交易中心
发展下好“先行棋”。

引侨资兴产业

明溪是福建省新兴内陆侨乡，全县旅外人员1.4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2%，在外侨胞主要集中在意
大利、匈牙利等 86个国家和地区，有“八闽旅欧第一
县”的美誉。近年来，明溪重视归侨人才的引进、扶
持和培养，为侨才搭建干事创业平台，充分发挥侨胞
力量助推明溪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旅居匈牙利19年的侨胞黄婷，是电商直播“小奶
牛欧洲购”团队的创始人。在回乡投资创业前，她曾
是匈牙利线下服装连锁店的创业者。“我回明溪投资
创业，是因为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服务水
平感动了我，还有就是我是明溪媳妇。”黄婷面带笑
容地介绍。

明溪县紧抓“支持三明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的重大机遇，以打造明溪县欧洲进口商品
交易中心为载体平台，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新零售

等新兴产业，引进黄婷团队和她创办的欧起航（福
建）贸易有限公司，建设一座大型电商直播与商品物
流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当地解
决近千人的就业问题。

引侨力兴农富农

“我觉得我就像这棵猕猴桃树一样，只有在故乡
的土地上，才能越长越好，越来越旺！”青年创业代表
方磊感慨地说。

2009年至 2013年，方磊都在他父亲的俄罗斯蔬
菜农场里帮忙，学习蔬菜种植、灌溉、配送及销售等
技术，积累农场管理经验。

2016年，方磊带着丰富的国外农场经营管理经
验返乡创业，偶然得知明溪县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
展硒锌猕猴桃产业。他对当地环境进行考察后，发
现明溪境内有个翠竹洋古火山口，周围的土壤富含
硒锌矿物元素，非常利于产出富硒富锌的优质猕猴
桃。于是，他跟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三明市东方亮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火山口附近的罗翠村流转田
地、搭建钢架大棚、铺设滴灌管道……开始创建生态
硒锌猕猴桃产业园。

截至目前，方磊的猕猴桃种植园面积已达 320
亩，实现年产 100余吨，销售额达 200万元。同时，方
磊发挥“侨才侨胞”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周边乡亲
共同致富，解决农户就业 11人，人年均增收 2万余
元。未来，方磊打算把基地打造成集生产、示范和观

光休闲为一体的生态产业园，努力让乡村“焕新颜”。

引侨智兴文化

提及明溪归侨人才，不得不提曾春根。作为明溪
早期出国华侨，他毅然辞职回国经商，功成名就回乡
捐资助学、热心公益事业，为家乡经济发展贡献财
智。如今曾春根不仅是优秀商人，还是优秀作家、诗
人。“我们明溪出国的人很多，大多数出国旅者在外很
难找到归属感。”曾春根说，要建立起游子与故乡的连
接，要找到“文化的根”，这个“根”便是乡情乡愁。

曾春根创建明溪文学爱好者群——滴水村落，
悉心培养数十位文学爱好者，为坚定侨乡文化自信、
繁荣文化事业、讲好明溪故事作出积极贡献。同时，
他以“寒江雪”的笔名写下许多优美的诗歌散文和华
侨人物小传等，先后出版《故园·他乡·远方》《春的诗
画》《根之心语》《曾经路过你的风景》等作品，用爱乡
情怀吸引大量侨才侨资回乡建设。

近年来，明溪县重视“三侨回归”工程，全方位为
侨才侨智侨资的回引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于 2020年
出台《明溪县归侨侨眷二次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实施
方案（试行）》等政策，建设侨胞“一站式”服务平台，
为侨胞侨才回明溪投资创业创造优越的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明溪县累计引进侨资企业27家、新增
外资企业7家、外贸企业8家，产品出口总值增长20%
以上，引进了欧侨广场、公用型保税仓等侨资项目50
余个，总投资超20亿元。 （通讯员 郭良贵）

搭建创业平台 明溪聚侨才之力共建新侨乡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
报显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
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91
亿人，专任教师1844.37万人。

其中，学前教育专任教师 319.10
万人，专科以上学历比例87.60%；小学
阶段教育专任教师 660.08万人，本科

以上学历比例 70.30%；初中阶段教育
专任教师 397.11万人，本科以上学历
比例 90.05%；特殊教育专任教师 6.94
万人；普通高中教育专任教师 202.83
万人，学历合格率98.82%；中等职业教
育专任教师69.54万人，本科以上学历
比 例 93.57% ；高 等 教 育 专 任 教 师
188.52万人。 （本报记者）

全国教育专任教师1844万人

北连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与台湾隔海相望，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和桥头堡——在福建这
片有“福”之地上，中国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以下简称

“福建留创园”）厚植创新创业沃土，吸引着一颗颗饱含
双创之梦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开花。

福建留创园始建于 1998年，2004年获批为省部
共建留创园。近年来，福建留创园发挥福建经济特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实验区等多区叠加优势和
对台优势，以政策为依托、园区为载体、项目为重点、
服务为基础，为来闽发展的留学归国人才营造优质
舒适的创新创业环境。目前已吸引 105位留学人员
创办企业，成功孵化福建国脉科技、格通电子、创高
安防等40余家上市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优化服务
助力企业成长

“感谢园区一路以来为我们的发展保驾护航。”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国脉科技于
2004年入驻留创园，2006年 12月在深交所上市。孵
化期间，园区为其提供了全链条培育服务：入驻初
期，为企业提供市场推广与对接、媒体宣传等服务，
并针对企业面临的技术难关帮助其与高校对接合
作，打破技术瓶颈，加速技术成熟；企业高速发展
期，为其提供产业对接、投融资等服务，并助其引进
市场监管、财税、法律、招聘、知识产权等第三方专
业服务，为企业不断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福建留创园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优化惠
企服务，为入驻企业提供各项便利。安排专属工作
人员协助办理入园手续流程、入园项目策划、政策申
报与兑现等；开展“政策进企业”系列宣讲座谈活动，
为落实政策走完最后一公里；提供导师把脉、项目申
报、研修培训等服务；推荐留学人员企业申报参评部
省市各级各类创业孵化资金，优先推荐参加各类投
融资项目路演、项目成果推介、人才项目对接等活
动；在疫情期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累计为留学人
员企业减免租金88万余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通过‘赴闽网’，我们可以招揽到更多海外归国
人才共同拼搏，攻克技术难关，开发新的产品项目，
助力企业快速发展。”留学归国人员陈志峰博士说。
他持股创立的福州视驰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留创园
入驻企业之一，目前已通过“赴闽网”企业端发布海
外人才需求，高薪聘请视频编解码、芯片设计方面的
海外人才。

依托“赴闽网”和“海归八闽”小程序，福建留创
园构建“线下一站式+线上一条龙”服务体系。“赴闽
网”是为实施“海外优秀青年人才来闽学术交流计
划”所打造的面向全球的中英文网站。通过“赴闽
网”，为海外归国人才提供常态申请、常态对接、常态
交流等服务，使之成为海外人才投递简历、了解福
建、集聚福建的便捷通道和交流平台，各企业搜寻海
外人才、发布交流活动的重要窗口。“海归八闽”小程
序设有“海外人才”“服务基层”“需求填报”“智慧园
区”四个板块，为归国留学人员与福建省企事业单位
搭建常态化对接交流平台，促进留学人员与福建产
业需求双向匹配、精准对接、深度交流并提供全程跟
踪。

2022年，已通过“海归八闽”小程序向全省各设
区市征集到475项基层需求，目前正在积极与园区留
学人员企业及全省留学人员征集对接意向。福建留
创园今年还将举办系列线上对接会，目前已通过“赴
闽网”面向全省征集到130多个留学人才高端岗位。

海归英才八闽行
促进乡村振兴

福建省是全国最大的竹林产区。但当前竹加工
缺乏行业标准，竹片缺陷种类繁多，仍依靠人工进行
分拣，人工成本高且误检漏检概率高。

“希望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更多的农业企业
进行发展转型。”留学归国人员高钦泉在2020年“海归英

才八闽行”项目签约暨留学人员项目路演对接洽谈会上
说。他所创办的三明帝视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如今已
为三明、南平等竹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有效节约了人
力物力成本，提高板材合格率及原材料利用率。

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福建留创园自 2020年起，大力开展“海归英才
八闽行”活动，采取线上对接和线下帮扶相结合，引
导留学人员以人才引进、技术指导、讲学培训、项目
合作、人才交流、产业链对接、送医送演等多种方式
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发展。

前往重点产业园区、基层企业、重点村镇开展基
层需求调研摸底，深入摸排基层产业发展、村镇人才
技术需求。分类组建海归英才专家库，根据基层服务
需求，对接相关领域留学回国专家，使人才技术项目
与基层需求精准契合，并持续跟进帮扶项目落地。依
托“福建志愿服务”网，组建“福建海归志愿者服务队”，
联合省医务志愿者协会、福建农林大学“绿泽源”水土
保持公益团队等，带动更多海归英才参与志愿服务、
发挥作用。结合福建省基层产业技术需求，分批组织
相关领域留学人员前往有关园区、基层企业、重点村
镇开展实地帮扶。如，在漳州市诏安县组织专家帮助
规划文旅发展，指导当地果农改进青梅种植技术；在
宁德市霞浦县，围绕水产养殖、果树种植、食品加工等
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在南平市顺昌县，围绕柑橘、猕猴
桃和鲜花种植等产业提供技术指导。

至今，福建留创园共组织留学人员走进44个村、26
家企业（合作社），累计组织实地开展技术帮扶近百次、
义诊人数110余人、培训指导10000多人次。活动连续
3年入选人社部“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并获得
资金支持，目前已成为福建省一项人才特色品牌活动。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提升软硬
件实力，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广纳海外英才，以追求卓
越的精神健全服务体系，努力为海外留学人员到福
建创新创业创造营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好的舞台，
为福建打造人才荟萃的东南高地奋楫扬帆。”福建留
创园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组织人事报）

信息赋能
广聚海外人才

本报讯 为深入实施宁德市“三都澳人才”强
市战略，近日，宁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宁德市“天湖人才”评价认定办法（修订版）》（以
下简称“修订版”），对“天湖人才”评价认定作出
相应调整。

本报讯 9月 16日，厦门退役
军人学院在集美大学成立。退役
军人事务部就业创业司司长于景
森，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
书记、厅长罗庆春，厦门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雪敏等为学院
揭牌，并向首批8位教师代表颁发
聘书。

厦门退役军人学院由厦门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集美大学共同
组建。在成立仪式上，厦门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集美大学签订了
合作框架协议。当天还举办了首
届退役军人师资培养班开班典
礼，首批 60名学员将接受为期一
年的免费全日制脱产学习。

据悉，厦门在全省率先出台
退役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工作方案
后，率先与著名高校合作成立退
役军人学院、率先举办退役军人
师资培养班，是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
要论述，积极探索“兵教师”培训
培养新路子的生动实践。

厦门退役军人学院将着力培
养一批具备教育教学能力的退役
军人，指导其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培养一批青
少年国防教育讲师，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厚植
家国情怀；围绕退役军人工作实际，加强相关课
题研究，注重研究成果转化；优先向退役军人提
供多层次的继续教育，探索政校企、产学研相结
合的教育模式，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培养输送退
役军人专业人才。 （本报记者）

优化人才服务环境
宁德升级“天湖人才”评价认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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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创新创业沃土 打造海归荟萃高地
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优化环境引聚海归促发展

本报讯 为加强优秀博士后人才引进培养力度，
促进海峡两岸高层次青年人才交流合作，9月 17日，
福建省 2022年海峡博士人才云对接会在福州举办。
我省 7家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与 10名台湾博士在线
远程视频对接洽谈，其中 8名台湾博士与 6家博士后
流动（工作）站签订了进站意向协议书。

此次对接会，主办方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充分利用现代通信网络技术，组织
我省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与台湾博士“云”端精准对
接，解决了当前形势下两岸人才交流合作难的问题，保
证了我省“海峡博士后交流资助计划”项目的正常开展。

“海峡博士后交流资助计划”项目自2017年实施

以来，我省已举办多场海峡博士人才交流对接会，组
织数百名台湾博士对接洽谈。其中38名台湾博士成
功进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两岸联合培养招收 12
名博士人才，博士后人才项目 16 个，共资助经费
2618.5万元，在两岸高校交流、科研合作、产业协作等
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在线视频洽谈 海峡博士人才云对接会举办

修订版规定，一二类“天湖人才”住房补助由
原先一次性发放改为分 3年发放。在宁德工作
或创业 3年以上入选省级以上人才工作计划并
申报“天湖人才”一至三类的，享受相应减半补
助。“天湖人才”补助期内在宁德市境内流动的，
可以按规定继续享受住房补助及人才服务。

另外，对以创办企业方式或3年内新办企业
聘用的人才申报五类以上“天湖人才”的，需提交
企业创办以来运营情况说明，报企业注册地所在
县（市、区）组织人社部门实地考察核实。

宁德市“天湖人才”认定办法自 2017年颁布
以来，集聚“天湖人才”4397人，为宁德发展提供
坚强的人才支撑。修订版是在《宁德市关于实施
新时代“三都澳人才”强市战略的意见》框架下迭
代升级的一项人才政策，将有效集聚省内外高层
次人才，优化人才服务环境，进一步助推宁德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修订版将原先的“天湖人才”认定实施细则
及实施意见等整合统一，并优化申报流程，新增
条款说明。增加省特级人才、自主认定（B、C类）
省级高层次人才、中国专利金奖获得者、宁德市
委宣传部认定的A、B类文化产业人才等相应条
件，提高了与省级人才政策衔接的契合度。

提高与省级人才提高与省级人才

政策衔接契合度政策衔接契合度

放宽申报条件放宽申报条件

根据修订版，申报五类“天湖人才”的，国内
“双一流”大学、境外著名大学全日制硕士毕业生
不受专业限制，境外大学毕业的不受专业名称限
制。申报六类“天湖人才”的，除原省级扶贫开发
县外，新认定的六类人才属福安、福鼎的，也可享
受每人 1000元/月住房补助。四类“天湖人才”
申报年龄由 45周岁放宽至 50周岁，六类人才由
35周岁（硕士、技师等）及 30周岁（“985”、“211”
高校本科生等）统一提高至40周岁。

规范补助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