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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可宝贵的财

富。今年以来，南县县委、县人民政

府启动“1543”引才行动，采取 3 种

方式灵活引进 15个专业、4个类别

优秀人才，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人

才工作氛围，人才引进工作取得了

初步成效。

活化引才方式。通过公开招录

（聘）、公开选拔等方式招录的公务

员岗位、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编制

岗位和其他事业编制岗位的各类人

才，实施编制内引进。对急需紧缺高

层次人才，采取编制外使用的方式，

实行聘期管理，并签订聘用合同，保

证高素质人才更多的自主权与选择

权。在不改变县外人才的人事、档

案、户籍、社保等关系的前提下，采

取兼职服务、“候鸟式”聘任、对口支

援、项目聘用等方式，“柔性引进”领

军型人才和急需的高端人才或团队。

强化宣传造势。通过网络、微信

公众号、朋友圈等多种形式，强化

“1543”引才行动的宣传，在中国大

学生就业网、红网等各大媒体发布

招聘公告，有效扩大了受众面。同时

组织 3 个批次 6 支队伍深入长沙、

武汉、衡阳、湘潭等地十多所高校进

行校园宣传，重点抓好对应届毕业

生的宣传。

强化激励保障。对引进人才的

工资待遇、安家补助、住房保障、医

疗保障、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方面

进行明确规定，尽量为引进的人才

提供优厚的待遇，增强吸引力。县妇

联、团县委等单位定期组织各类引

进人才开展联谊活动，不断加强人

才的沟通和联系，用心用情服务好

各类人才。规定用人单位加强要加

强对人才培养和管理工作的组织领

导，对编制内引进的各类人才建立

“定人、定目标、定内容、定考核”的

传帮带培养机制，促进人才快速健

康成长。对编制外引进的各类人才

要加强联系和服务，在组织其完成

工作任务的同时，引导其参加重大

活动，参与经济政策、重要规划、重

大科研项目的咨询、研讨和论证等

工作，充分发挥作用。通过强化激励

保障各项措施，完善人才服务体系，

真正使人才环境得到了优化。

目前，全县公务员报考人数较

往年大幅增加，通过笔试、面试的人

数达 100余名。高层次人才报考 115

名，30余名优秀人才进入了体检程

序。

王波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计划面向全社会

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学历人才 25名。集

中报名时间从 8月 14 日起，截止 9月

10日。

武陵源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发布

的公告显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且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的毕业生均可参与报名，海外留学生

应提供国家教育部有关学历认证机构认

证的学历证明。公告还要求，硕士研究生

年龄不超过 30周岁(1986年 9月 1日后

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35周岁

(1981年 7月 1日后出生)。符合条件者，

可在 8 月 14 日—9 月 10 日（限工作

日）。携带《报名登记表》、本人身份证、学

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近期二

寸正面免冠彩照（4张），到武陵源区委

组织部干部组现场报名，外地毕业生可

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参与报名。

电子邮件报名人员，在规定时间内

按要求填写《报名登记表》后，要连同本

人身份证、本科以上学历学位证书及相

关资格证书扫描件，本人近期 2寸正面

免冠彩照电子版（jpg格式，50kb以下）

以 及 个 人 简 历 发 送 至 邮 箱 ：

（zjjwlyGXL@163.com），报名截止前拨

打电话 0744—5615325进行确认。领取

准考证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本科以上

学历学位证书及相关资格证书、《报名登

记表》原件。《报名登记表》可到武陵源公

众信息网、武陵源党建网下载。

据了解，该区在管理岗位工作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将分别按七级职员（正科

级）、八级职员(副科级)进行管理，工作业

绩突出、表现优秀者将提拔重用。另外，

公开选拔的博士研究生、重点高校

（985，211）硕士研究生、其他高校硕士研

究生将由区人民政府分别给予 5万元、3

万元、2万元的安家费。同时，为博士研

究生安排 95平方米左右的保障性住房，

硕士研究生则享受每人每月 500元的住

房补贴。公开选拔的高学历人才享受为

期五年每月 500元标准的生活补贴。同

时，对需要同来就业的引进高学历人才

的配偶，优先推荐就业岗位或协调落实

工作岗位。 黎国平

武陵源区公开引进高学历人才 25名

长沙高新区人才总量超过 15万
近日，笔者从长沙高新区了解到，目前园

区人才总量超过 15万人。其中，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 16人、省“百人计划”专家 48人，均

占全省三分之一；长沙市“313计划”专家 46

人、“3635计划”专家 119人，占全市一半以上。

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前来创新创业，长

沙高新区制定“1+N”政策体系，实施“555 人

才计划”，设立 2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对

高层次人才领衔项目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

助，对创业人才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股权投

资、3年贷款贴息和房租补贴等配套支持。此

外，长沙高新区还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保姆式、

个性化、专员制服务，实行“随时受理、及时办

理、按时办结”的“三时”服务机制；通过专员

定向联系高层次人才，收集人才需求、办理人

才业务、解决人才问题，解决每一个在园区创

新创业人才的后顾之忧。

王斌

祁东县启动 2017年“农民大学生
培养计划”招生工作

近日，祁东县召开 2017 年“农民大学生

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安排部署会。会上，祁东

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负责人对衡阳市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2017 年秋季招生部

署会的会议精神进行详细解读，并对招生的

对象、程序、要求以及“农民大学生”学费补助

等相关情况作了说明。

据了解，2017年“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

设专科和本科两个学历层次，祁东县分配指

标数为 120人，其中畜牧兽医技术和管理专

业招收 40 人，有志于参加“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的学员可到各乡镇（街道）组织委员或

畜牧站报名。

欧阳敏

攸县县政府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签订合作协议

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和人才智力支撑，才能推动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从而带动农民增收。近日，湖南省

农业科学院与攸县人民政府正式签订院县合

作框架协议。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本着“长期协

作，优势互补，共建平台，合作共赢”的原则，

在探索院县合作的有效模式、提供战略决策

咨询服务、共建示范基地、开展科技协作、合

作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

谢力

典型推介

南县灵活引才 筑人才高地

永顺县心印村全村有建档立卡

户 106户 390人，种植猕猴桃 3000

余亩。“刚开始没有技术，对猕猴桃

的栽植、施肥、修剪、嫁接都把握得

不好，猕猴桃的口感和产量一直上

不去。”村民王先明介绍说。

2016年以来，全县共选派 140

名科技特派员，覆盖全县 114个贫

困村，累计培训贫困农民达 2.6万人

次，创建特色示范基地 23 个，推广

农村实用技术 38项，累计引进新品

种 109项，有效带动建档立卡户脱

贫致富 2810户。科技进村后，心印

村的猕猴桃田间管理由过去的粗放

性、随意性向程序化、规范化管理转

变，科学技术成为心印村群众增收

的“倍增器”。村支部书记谭跃说，

2016年心印村喜获大丰收，全村猕

猴桃总产量 3000 余吨，总产值达

1800余万元，毛茸茸的猕猴桃成为

群众脱贫增收的“致富果”。

刘立

科技浇灌“致富果”

科技扶贫

今年来，古丈县积极探索推行

“1+1+1”帮扶模式，注重发挥科技特

派员的传帮带作用助力精准脱贫。

据了解，该模式在“专业设置 +分组

管理 +团队服务”分类组团的管理

模式基础上，以每个科技特派员产

业组联系一个以上贫困村、每个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联系一个合作社或

企业、每名科技特派员联系一户以

上贫困户的形式，形成“一组帮一

村、一团联一企、一人扶一户”的

“1+1+1”模式，在产业发展、畜牧养

殖及生产经营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

和帮扶。同时，坚持对工作进行定期

调度，实行“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督

查、半年一小结、一年一考评”的工

作法，建立工作台账，进行动态管

理，有效推进工作落实。

该县已选派 68 名省、州、县三

级科技特派员，积极服务产业发展

和民生事业，为 2个万亩茶叶精品

园、22个千亩茶叶标准园提供技术

服务，指导成立农民合作社或专业

协会 22个，培训贫困农户 6800人

次，计划带动 1200人脱贫。

王芳

永顺县

科技特派员“1+1+1”模式助精准脱贫

古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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