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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 奋力推进人才大汇聚

把贵州建设成为全国最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人才高地之一

省委人才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谌贻琴讲话并为首届“贵州杰出人才奖” 获得者颁奖

李炳军主持 刘晓凯等出席

欧阳自远宋宝安李桂莲刘尚义荣获首届“贵州杰出人才奖”

●全省上下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中央确定的新时代人才工作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

转化为我省人才工作的具体思路举措，全力推动我省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

●深刻把握我省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以坐不住、慢不得、等不起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重视人才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狠抓人才工

作，让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真正树立起来，让超常规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政策真正确立起来，让重视人才、尊崇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

的氛围真正浓厚起来

●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以服务“四新”“四化” 为方向，紧紧围绕工业大突破、城镇大提升、旅游大提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行动、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改善民生等八个重点方面，大力实施引才、育才、用

才、留才“四大工程” ，奋力推进人才大汇聚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拿出更大的精力抓人才工作，亲自研究人才工作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亲自推动制定本

地区本部门的人才政策，亲自上门引进紧缺人才、服务优秀人才，尽快打开人才工作的新局面

本报讯 11 月 24 日， 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马宁宇在乌当区、观山湖

区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

调研全市卫生健康工作。 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卫生健康高

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切实解决影响人

民健康的突出问题，为“强省会” 行

动提供坚强保障。

副市长魏定梅，市政协副主席梁

显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昂参加。

当天，马宁宇首先来到贵阳市公

共卫生救治中心下坝院区，仔细了解

院区布局及日常运行情况，详细查看

标准病房及 ICU 病房配备， 强调要

完善基础设施，配齐医疗设备，强化

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提升公共卫生防

控和救治能力。 随后，马宁宇来到贵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认真听取医院发

展规划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整

合利用资源，争取资金支持，加快项

目建设，打造“智慧医院” ，优化医疗

配置，丰富便民利民举措，持续提升

群众就医体验。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宁宇

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更加坚

定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着力办好民生

实事、建好民生工程，为人民群众提

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

医疗服务，加快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

马宁宇强调，要强化目标导向，

围绕“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高质量

发展目标，结合“一圈两场三改” 建

设，认真做好分析，找准短板弱项，

厘清工作思路， 谋划好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要强化

问题导向， 聚焦群众看病难、 看病

贵、看病烦等问题，找准问题根源，

拿出有效措施， 分类解决好共性问

题和个性问题。 要强化系统思维，统

筹推进城市、县城、乡村卫生健康事

业，建设好“一老一小” 照护服务体

系，构建科学高效、功能完善的公共

卫生防控体系。 要强化改革实效，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大国有企

业改革力度， 纵深推进 “三医联

动” ，不断提升医疗信息化、智慧化

水平， 让老百姓享有更便捷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 要强化项目建设，加快

区域医疗中心、重点专科建设，以项

目为载体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

量和水平。 要强化疾病预防，毫不放

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维护好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要强

化政策支撑，加强资金、政策、人才

支持，建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为推

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乌当区、观山湖区，市直有关部

门和相关医院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切实解决影响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 为“强省会”行动提供坚强保障

马宁宇在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调研全市卫生健康工作时强调

贵州日报讯（记者 许邵庭） 11

月 24 日， 省委人才工作会议在贵阳

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谌贻琴

出席会议并讲话。 她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

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按照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以

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新时

代人才强省战略， 以超常规举措培

养、引进、用好人才，奋力推进人才大

汇聚，把贵州建设成为全国最有吸引

力凝聚力的人才高地之一。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炳军主持第一次

会议，省政协主席刘晓凯，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

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 省法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 省委常

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捷宣读了《中

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授

予首届“贵州杰出人才奖” 的决定》

并作总结讲话，副省长郭锡文主持第

二次会议。

上午 9 时，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开始。 在热烈的掌声中，谌贻琴依

次向到场的首届“贵州杰出人才奖”

获得者宋宝安、李桂莲、刘尚义颁发

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并请他

们到主席台就座。 颁奖时，现场同时

播放获奖者基本情况。 随后，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的省领导为 9 位 “贵州

杰出人才奖” 提名奖获得者颁发证

书。 “贵州杰出人才奖” 获奖者宋宝

安、提名奖获得者黄维娜代表受表彰

人员发言。

随后，谌贻琴作了讲话，代表省

委、 省政府对首届 “贵州杰出人才

奖” 获得者和提名奖获得者表示热

烈祝贺，向长期以来扎根贵州、服务

贵州、奉献贵州的广大人才和人才工

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谌贻琴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系统

阐释了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

略新举措，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

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

人才强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

了我们党对人才事业发展的规律性

认识，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才篇” 。 全省上

下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

中央确定的新时代人才工作战略目

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转化为我省

人才工作的具体思路举措，全力推动

我省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

谌贻琴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

府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不断完善

人才政策体系，多措并举吸引、培养

和选拔人才， 全省人才规模迅速壮

大、人才平台加快提升、人才发展环

境不断优化、 人才效能持续增强，广

大人才为贵州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 创造赶超进位的 “黄金十

年” 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也要清

醒认识到，贵州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对人才的渴求前所未有，人才短缺

对贵州发展的制约前所未有。各级各

部门要深刻把握我省人才工作面临

的新形势，以坐不住、慢不得、等不起

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重视人才工

作，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狠抓人才工

作，让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真正树

立起来，让超常规培养、引进、使用人

才的政策真正确立起来， 让重视人

才、尊崇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

氛围真正浓厚起来。

谌贻琴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四个面向” 的

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以服务“四新”“四化” 为方

向，全力推进人才大汇聚。 一要围绕

推进工业大突破汇聚人才，以十大工

业产业集群发展为重点，精准对接引

进一批高层次工业领军型人才，培育

更多高素质“黔匠” 人才，选拔一批

高层次园区经营管理人才。二要围绕

推进城镇大提升汇聚人才,加大一流

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等招引力度，

努力培养更多优秀住建人才。三要围

绕推进旅游大提质汇聚人才,着力集

聚更多高水平旅游经营管理人才、文

创产品策划团队、新型旅游人才和导

游队伍。四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汇聚人才， 聚焦 12 个农业特色

优势产业，汇聚一批高素质的“新农

人” 、善经营的“农创客” 、会带头的

“兵支书” 。 五要围绕实施大数据战

略行动汇聚人才,着力集聚一批大数

据行业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加大

大数据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六要围

绕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汇聚人才,聚

焦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和污染防

治重点领域，加快引进和培养一批科

技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七要围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汇聚人才,着力引

进一批紧缺型金融人才、复合型金融

人才、高层次金融管理人才，不断提

升各级党政干部做好金融工作的本

领。 八要围绕保障改善民生汇聚人

才，着力汇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

高层次人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

质生活需要。高度重视法律、商贸、物

流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哲学社会科学、

文学艺术等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最大

限度地把各方面优秀人才汇聚起来。

谌贻琴强调，要围绕人才“引、

育、用、留” 全链条全环节，大力实施

人才“四大工程” ，推进重点人才实

现倍增，全面提升人才工作水平。 要

大力实施“引才工程” ，抢抓机遇引

才、优化政策引才、创新方式引才、办

好活动引才。 要大力实施 “育才工

程” ，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最大

限度挖掘和开发现有人才潜能。要大

力实施“用才工程” ，在精准用才、授

权松绑、完善评价体系、创新激励机

制上狠下功夫，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把人才用在最合适的岗位，做到

人岗相适、人尽其才，让人才发挥最

大的作用、体现最大的价值。 要大力

实施“留才工程” ，态度要更加诚恳、

服务要更加周到、 平台要更加广阔，

以求贤若渴的真诚态度，真正尊重人

才、理解人才、爱护人才，做到感情留

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要高度重视

青年人才， 大力支持青年人才挑大

梁、当主角。

谌贻琴要求，要全面加强党对人

才工作的领导，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

势、 组织优势转化为人才发展优势。

要坚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加强

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深化党委联系

服务专家工作制度，加强对人才的政

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引导广大专家人

才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

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的坚定践

行者，做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

者，做育人引才的积极贡献者。 要压

实“一把手” 抓“第一资源” 责任，全

省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树立强

烈的人才意识，拿出更大的精力抓人

才工作，亲自研究人才工作面临的形

势、存在的问题，亲自推动制定本地

区本部门的人才政策，亲自上门引进

紧缺人才、服务优秀人才，尽快打开

人才工作的新局面。要切实加大人才

投入力度，保障各项人才政策、人才

待遇落实。要着力构建人才工作大格

局，人才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牵头抓总

职能，各职能部门要具体抓好本系统

本领域的人才工作，形成人才工作强

大合力。

谌贻琴说，今天，我们向天下英

才发出“英雄帖” ，是金子就到黔中

大地来发光，是英雄就到多彩贵州一

显身手，我们在贵州等你！

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

揽全局，全面推进新时代人才强省战

略，紧扣“四新”“四化”“三大战略

行动” 等重点，全方位培养、引进、用

好人才，奋力推进人才大汇聚，努力

把贵州建设成为全国最有吸引力凝

聚力的人才高地之一，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刘捷在总结讲话中要求，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

战略新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坚

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落实，成立一

个领导机构、 开展一次走访座谈、开

展一次调查研究、 制定一个管用政

策、梳理一份改革清单、引育一批重

点人才、健全一套管理机制、营造一

个良好环境，以实干实绩推动我省人

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开始前，谌贻琴、李炳军、刘

晓凯等省领导会见了受表彰人员。

第二次会议上，贵阳市、省卫生

健康委、贵州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

磷化集团等单位就人才工作作了交

流发言。

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部

门、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

责人，省属高等院校、省管国有企业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各市（州）

党委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