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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送来帐篷，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不用冒着风雨
工作了！”解了燃眉之急的东大社区书记郑丽玲由衷地发来感
谢。10月 31日，暮秋的福州下起了绵绵细雨，东大社区的核
酸采样点搭起了一排排印有“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标识的橙色
帐篷，为现场开展核酸采样工作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和前来排
队核酸采样的群众遮风挡雨，保障了抗“疫”一线工作的顺利
进行。

这只是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一个剪
影。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闻令而动”是海峡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闪耀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一抹抹“志愿红”是海
峡人最温暖的底色。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积极响应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下发倡议书，迅速动员党员干部投身
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深入街道、社区，用实际行动坚决阻断
疫情扩散蔓延，彰显海峡力量。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这是海峡志愿者们深情的
承诺。连日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共派出 26批次 126人次志
愿者全力支援温泉街道东大社区、五凤街道凤仪社区、软件园
等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努力缓解防疫一线人员的工作压力，
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您好，请保持一米间隔哦。”
海峡志愿者们耐心指引群众有序排队参与核酸检测，认真做
好测量体温、查看健康码、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筑牢疫情防
控网络。遇到不理解不配合的群众，他们从不埋怨，有的只是
一次次心平气和的解释和引导。“我们不怕苦、不畏难，受点委
屈没啥，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大家好就行。”海峡志愿
者说。

“我们始终把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心里。”从清
晨伴着一缕阳光到傍晚余晖渐尽，将近10小时的坚守，为“无

疫小区”的创建筑起一道“红色”防线，动员居民们响应核酸检
测号召、积极对小区居民开展防疫知识宣传，提升居民自我保
护意识和疫情防控意识。

点点微光，汇成星海。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主动服务疫情
防控大局，持续加大志愿服务支持力度，为近邻社区提供3万
元资金支持，用于解决社区急需的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疫情发生以来，为全力做好人才服务工作，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推行“网上办”“预约办”“规范办”人才业务办理模式，优
化各项审批流程，以更快速、更高效来满足存档人员、企业的
业务办理需求，同时在办公地点严格落实“四早”要求，严把入
口关，每天安排志愿者对所有进入办公区的人员，落实“两码”
查验、体温检测、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保障业务工作有序开
展，彰显海峡人才市场服务人才的使命担当。

平凡，亦不凡；无名，亦英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的志愿
者们协力同行、众志成城，共同勾画着战“疫”志愿服务的生动
面孔。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大局意识、担当精神和专业素
养，为海峡人参与抗“疫”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本报记者）

近年来，龙岩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厚植人才创新创业沃土，强化精准引才育
才用才理念，聚焦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深度融合，以产聚才、以才兴产、产才融
合，营造人才优先发展环境，构筑人才强
市新高地。

融汇政策
打造引才聚才“新磁场”

“一站式”培育人才。实施人才管理
提升工程，聚焦企业和人才需求，每
年安排最高 200 万元资金专项用于企
业精细管理培训和高级经营管理者
提升培训，提高中小企业管理人员能
力素质。 2021 年以来，共举办企业管
理 提 升 培 训 班 28 期 ，1400 余 人 次
参训。

规范化遴选人才。创新开展市级优
秀人才遴选工作，完善龙岩市产业领军人
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遴选细则和专家评
审办法，通过推荐、评估、评审、公示等程
序，遴选出首批从事产业技术研发、引进、
应用、成果产业化和经营管理的产业领军
人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各5名，并给予每
人资金补助。

个性化服务人才。针对上市公司、重
点龙头企业紧缺急需人才需求，实施“一
企一策”“一对一”全天候服务，开通绿色

通道，提供人才服务事项一窗受理、部门
联办，妥善解决人才在安家落户、配偶就
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及个人薪酬待遇
等实际问题，为产业人才提供个性化
保障。

融合平台
筑牢育才用才“新阵地”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一批重点

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
等高水平研发机构或创业基地，加强人才
创新平台管理机制、经费投入、硬件设施、
培训激励等方面的建设，发挥创新平台在
集聚创新资源、支撑自主创新、转化创新
成果等方面重要作用。全市拥有省级及
以上重点实验室 10 家、新型研发机构
14家。

提升企业研发平台。完善高新技术

企业加速成长机制，推动企业“小升高、高
变强”，壮大一批有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
企业集群，已培育全市拥有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378家，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75家。

强化园区孵化平台。规划建设“才智
龙岩”产业园，扩容提质市科技创业园，通
过企业带动产业链集群发展，助力做强做
大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

融通机制
构建产才融合“新生态”

创新“人才+项目”引才机制。围绕全
市“2+4+N”产业布局，坚持“引进一个人
才团队、落地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原
则，千方百计引进产业发展紧缺急需高层
次人才，促成高纯氢氟酸、含氟特种电子
气体等多个行业高精尖项目落地，有效突
破“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助力产业高质
量发展。

用活“团队+人才”培育机制。发挥领
军团队优势，精准引育一批尖端技术专家
和产业化高端领军人才，带动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抢占发展“制高点”。2021年，天
甫电子、贝思科电子、紫金佳博团队入选省
级产业领军团队，全市省级产业领军团队
实现零的突破，入选总数居全省第一位。

深化“研学+产用”合作机制。深化产
教融合，大力开展校地合作，采取“校地
企”“校校企”模式，每年投入 1000万元用
于建设厦门大学龙岩产教融合研究院，促
成海德馨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建野战应急
装备研究所，龙合智能与哈工大、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合建机器人开发
研究机构，在全市布局创建产教融合研究
院、科研生产联合体等产学研创新平台，
探索高校培育产业人才的有效方式。

开展流调摸排。与病毒赛跑，争分
夺秒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每多录入一条
信息，人民群众的安全与健康就多一份
保护。鼓楼区人社局立即响应区委组织
调遣，选派 10余名年富力强干部参加信
息流调摸排工作。连日来，大家每天 24
小时轮班，集中联系大数据中心筛选的
黄码人员，对其住址等身份信息进行核
实、登记并告知须遵守的各项防控要
求。通过对人员信息的有效摸排，建立
了重点人群信息库，为做好疫情防控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下沉一线抗“疫”。强化责任，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局班子带领干部
职工下社区做志愿者，积极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联系挂钩鼓西街道，派出 900人次，
有序参与开展核酸检测、无疫小区创建等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大家凌晨 5点 15分
到位，支援旧米仓新村、双抛桥一里等 10
余个核酸检测点，积极参与维持秩序、测
温验码、搬运物资，尽心尽力做好每个岗
位的服务，主动帮助行动不便的居民完成
核酸检测，同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做好
守门人，助力无疫小区创建。

党员发挥作用。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副大队长许鸣、法规仲裁管理科副科长郑
步方和仲裁员陈明树等多位同志，第一时
间加入“无疫小区”临时党支部，克服了家
里老人小孩无人照看，又是双职工，两夫
妻均下一线抗“疫”等困难，毫无怨言地主
动承担连续二十多天的通宵值守。其他
工作人员也积极做好二班倒、三班倒的24

小时轮流值守。合理设立外卖寄放点，对
出入小区人员一律实施查码、测温、查验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防控措施，同
时为孤寡老人、身体不便的业主代购蔬
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和药品等，充分发挥
在职党员在疫情防控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的旗帜在防
疫一线高高飘扬。

组织爱心捐赠。启动社会援助，广泛
宣传动员企业机构伸出援手。福建省兴
闽职业培训学校、鼓楼区蓝凌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积极响应，向西湖社区捐赠了一次
性医用口罩、医用消毒酒精等抗疫物资及
牛奶、矿泉水等生活物资，体现了组织机
构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开展爱心义剪。听闻支援鼓楼区的
抗“疫”专家团队日夜奋战，无处无暇理
发，鼓楼区人社局组织职业培训机构开展
爱心义剪暖“疫”线志愿服务活动，福建省
红太阳美容美发职业培训学校派出 5名
专业理发技能志愿者赴梅园酒店、闽江饭
店等地，为来自南平、泉州等地的专家团
队近百人进行免费义剪，帮助支援抗“疫”
一线的专家团队成员解决“头”等大事，送
去温暖又实在的服务。

劳动保障在线。鼓楼区人社局统筹
疫情防控和社会保障的要求，在全员下沉
一线的基础上，确保养老金和失业金准时
足额发放；保障“12345”诉求平台及时反
应，创新“一线处置”工作机制，全力抓好
疫情期间根治欠薪工作，保护劳动者权
益。 （通讯员 徐紫萱）

深化人才与产业融合

构筑人才强市新高地
——龙岩市营造“近悦远来”人才优先发展环境纪实

□□□刘秋华邱柏茂

鼓楼区人社局发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向社区捐赠抗鼓楼区人社局发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向社区捐赠抗““疫疫””物资物资

战战““疫疫””有我有我““疫疫””显身手显身手
———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干部奋战在—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干部奋战在抗抗““疫疫””一线一线

最美志愿红是海峡人温暖的底色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闻令而动，

向疫而行，认真落实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组织党员干部主动下

沉一线，协助开展防疫工作，在全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书写出精

彩的人社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