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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一二三”发展战略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 20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习近平赞赏巴科担任哈佛大学
校长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称赞
这体现了巴科校长对中美教育交流
的重视。习近平指出，教育交流合
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批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
为中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主张
互学互鉴，鼓励留学，支持中外教育

交流合作，希望中美人文交流取得
更多积极成果。我很高兴，去年底
我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会晤时，
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育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
得益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致力
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将扩大
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
交流互鉴，共同推动教育事业发
展。在此过程中，我们愿同哈佛大
学等美国教育科研机构开展更加广
泛的交流合作。

巴科感谢习近平会见。巴科表
示，很高兴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后首
次出访就来到中国。我此访不仅作
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也代表着美国
高校来促进美中教育交流。美中高
校等教育文化机构保持和深化交流
合作，从长远看对促进美中关系至
关重要。哈佛大学拥有大量中国留
学生，汉语在外语中的普及率名列
前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加
强高等教育令人钦佩，哈佛大学愿
继续推进同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交
流合作。

孙春兰、杨洁篪、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一线考察任用”激发“一流担当作为”
——福建宁德干部考察任用新机制调查

新华社记者 邹声文 康淼 董建国

●通过“考事”来“考人”，用好
的机制把干部压到发展一线，以一
线的实际表现精准识别干部的担当
作为，极大地提振了宁德全市党员
干部的精气神，为高质量发展的“宁
德速度”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一线考察基层干部，使干部
考察变“听广播”为“看直播”，确保
全方位、零距离为干部“写实画像”，
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蹲点调研是宁德深化一线考
察干部机制、创新干部日常考核的
又一重要举措。进一步树立了“能
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鲜明用人
导向。

□ 核心提示

不锈钢产业突破千亿元、锂电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
能源汽车基地即将建成投产……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
程中，曾经落后的福建宁德呈现加速起飞的喜人态势。

“宁德速度”的背后是宁德干部的担当作为。近年
来，宁德组织部门创新干部考察机制，坚持一线考察任
用干部，极大地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热
情，为“宁德速度”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

一线考察基层干部

“听广播”变成“看直播”

仅10个月，上汽宁德基地数千亩现代化厂房在荒滩

上拔地而起。“建造一个整车厂，从签约到投产至少要18
个月，而我们将在14个月内完成。”上汽乘用车福建分公
司总经理魏浩波说，“‘宁德速度’的关键在于当地干部的
服务保障非常给力。”

上汽项目最难在于征地拆迁。负责该项工作的蕉
城区七都镇党委书记缪希崇带领全镇干部攻坚克难，
去年 5月到 11月，400余座民房全部平稳拆迁完毕。组
织部门在一线考察中发现了缪希崇的突出表现，征地
工作一结束，就推荐提拔他为蕉城区副区长。他说：

“我只是带头做好本职工作，提拔完全出乎意外。”
组织部门把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第一线作为考

察干部的“主考场”，有效激励了党员干部在一线勇
于担当作为。2014 年，福鼎市农业局王纯华主动请
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因业绩突出而获得组织部门
一线考察肯定，在年近 50 岁时从副主任科员提拔为
主任科员。

近年来，宁德共组建 359 个考察组，对承担 514 个
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的干部全面进行一线考察，干部
日常工作状态和业绩全都呈现在组织部门的“眼皮底
下”。宁德市委组织部部长郭学斌说：“组织部门深入
一线考察掌握干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
时的表现，使干部考察变‘听广播’为‘看直播’，确保全
方位、零距离为干部‘写实画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
重要参考。”

“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用人导向更鲜明

蹲点调研是宁德深化一线考察干部机制、创新干
部日常考核的又一重要举措。调研组到一个部门或
地方，一蹲就是几周，访谈一两百人，以了解最真实的
情况。

“目前我们已完成全部 9 个县市区、70 个市直处
级单位的蹲点调研。”宁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
正宇说，有别于传统干部考察模式，蹲点调研采取面
上访谈与重点了解、查阅资料与实地考察、横向比较
与纵向延伸、重点走访与随机暗访等相结合，能够全
方位、立体式、零距离掌握领导班子运行和干部履职
情况。

深入细致的蹲点调研，极大提高了组织部门精准

选人、依事择人、公正用人的水平。宁德市委运用蹲
点调研成果，提拔市管干部 57 名，进一步树立了“能者
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鲜明用人导向。

宁德市人社局的蓝志旭去年底从副调研员提拔为
副局长。此前，他在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工作近 15年，看
着与自己同资历的人几年前转任领导职务，心里也有
些情绪。去年组织部门前来蹲点调研，不久后他就被
提拔为副局长，这让他既意外又感慨：“新考察方式让
踏实工作的‘老黄牛’也有奔头。”

既“考人”又“督事”

激发基层干部比担当作为

结合一线考察干部情况，宁德市积极探索建立
正向激励、能上能下等制度，两年多来提拔重用了
410 名一线表现优秀的干部，833 名干部得到宣传表
扬，组织处理了 28 名表现差的干部，在干部群众中取
得积极反响。

一线考察干部通过“考人”实现“督事”，极大提高
了政府部门和基层干部的办事效率。脱贫攻坚取得历
史性进展、上汽基地刷新同类项目建设速度，不锈钢产
业集群多个子项短时间建成投产……郭学斌说：“一线
考察干部坚持以业绩论英雄的用人导向，极大地提升
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一线考察的新机制无疑让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变大，
但干与不干、干多干少都摆在明处，大家普遍感觉很公
允。原蕉城区漳湾镇主任科员周林义因在保障服务中铝
宁德铜冶炼项目中表现突出，不久前获得提拔。他说，一
线考察干部有实例、讲实绩，跳出过去脸谱化的干部评价
模板，让我们基层干部能够沉下心来干实事。

不少干部认为，一线考察干部不仅推动了重点任
务，更锻炼了干部队伍。“任务清单就像作业，必须千方
百计完成，这既锻炼了我们的抗压能力，又提升了我们
的工作能力。”缪希崇说。

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通过“考事”来“考人”，用
好的机制把干部压到发展一线，以一线的实际表现精
准识别干部的担当作为，极大地提振了宁德全市党员
干部的精气神，为高质量发展的“宁德速度”提供了有
力组织保障。

（新华社福州3月20日电）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3 月 20 日，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和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有关会
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金敏主持会议
并讲话。

金敏指出，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
要会议，习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是指导新时代新福建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领会精神，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市各级人大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带着
信仰学、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切实兴起新一
轮“大学习”热潮，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对习总
书记的爱戴和敬仰、感恩和忠诚，转化为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强大动力。要全面抓好
贯彻落实，落深落细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关于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
境，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关于做好革
命老区、中央苏区脱贫奔小康工作的重要要求，找
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依法扎实做好立法、监
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人事任免、代表服务等各
项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人大履职实
效。全市各级人大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
作的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坚决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以
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为
新时代新宁德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雷金玉在会上谈了履职情况和参
加全国两会的感受。

本报讯（记者 杨洋）3月20日，省政协副主席阮
诗玮带领调研组一行莅宁开展“我省数字经济协同
发展机制构建”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领导杨
方、刘水金参加调研座谈。

在听取有关汇报后，调研组对我市大力推进数
字经济协同发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市推广应用
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制造工艺，加大扶持促进力度，
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创业创
新创造，培育发展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政
务数据加快整合，公共服务不断改善。调研组建议
宁德市要进一步深化对数字经济协同发展重要性的
认识，从机制上促进数字化关键基础设施与我省经
济社会数字化和产业转型的协同匹配发展。加大创
新力度，加快优化数字化人才体系建设，打造数字经
济人才集聚的新高地。大力发展第三方服务，加快
各类创新平台的开放共享，进一步实现数字经济的
共建共享共赢。

省政协调研组
莅 宁 调 研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3 月 20
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目
前，根据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对“退养还湿”工程区域的定期生
态监测情况，宁德环三都澳湿地水
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环
境进一步优化，生态物种进一步丰

富，已调查到 13 个植被类型、44 种
植物和 50 种鸟类，“退养还湿”生
态效益初显。

据了解，宁德环三都澳湿地水
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家、省
重要湿地，曾因群众自行组织的非
法围海工程侵占保护区（实验区）面

积约 170公顷，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2018 年，在依法立案查处、申请
强制执行并获法院裁定批准后，我
市组织当地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
保护区实施了“退养还湿”工程，开
挖豁口 15 处，拆除闸门 46 座，实现
了滩涂内外水的有效交换。

▲近日，在蕉城区三都镇秋竹村海
域，养殖户使用新型养殖设施，开展渔业
生产。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开展以来，我市
海域环境大大改善，禁养区渔排、藻类等
逐步清退，限养区、可养区新型养殖设施
不断入水，为海洋增添了一道道靓丽的

“风景线”。
本报记者 郑雨桐 摄

环三都澳自然保护区

“退养还湿”生态效益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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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余春川）3月 20日，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兰斯琦主持召开主席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神以及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的初步
意见。

兰斯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
加福建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饱含着对福建、
宁德的深厚感情，对福建、宁德人民的亲切关心关
怀。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根本政治责任，作为检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的重要标尺，带着感情学思践悟，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两会精神上来，把总
书记对福建、对宁德的殷切希望落实到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的生动实践中去。

兰斯琦强调，要聚焦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全国两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实施“一二三”发展
战略，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助力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环境，助力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助力闽东老区脱贫奔小康，为新宁德
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以新
思想引领新实践；崇尚创新、勇于创新，以新作为推
动新事业；崇尚团结、增进团结，以新担当凝聚新力
量，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对人民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团结带领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
体、各族各界人士，围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
下决定性基础，发挥优势、凝心聚力，找准定位、提质
增效，为宁德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