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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3.8万名“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乡村———

更多青年才俊 投身乡村振兴
基层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

如何让更多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投
身基层建设、 投身乡村振兴的大
舞台，是基层发展的重要命题。

近日 ，人社部 、财政部印发
通知， 部署推进 2022 年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
将招募高校毕业生 3.4 万名投
身基层服务。

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2021 年 ， 人社部会同中央组织
部、教育部、财政部等 10 部门启
动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
一扶”计划。 一年来，3.8 万名优
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支教、支
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为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
的人才支撑。

基层急需人才
如何“下得去”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
村是急需新鲜血液注入的地方，
也是青年人才贡献智慧、锤炼自
我的广阔舞台。如何让人才愿意
下基层？如何让基层能够得到更
多急需人才？

多年来，“三支一扶”计划为
基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力
量。 去年，人社部等部门启动第
四轮“三支一扶”招募以来，各地
进一步优化政策举措，着力提升

项目实施的协调性、招募工作的
针对性和服务保障的有效性，积
极为基层选派急需紧缺青年人
才。一方面，通过优化服务领域，
将帮扶脱贫调整为帮扶乡村振
兴， 新增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拓
展开发乡村振兴协理、 建设规
划、基层法务、营林生产、生态修
复等岗位，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
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统计显示，
2021 年共招募 10829 名“三支一
扶”人员帮扶乡村振兴，占所有
招募人员的 28.5%，极大满足了
乡村振兴的人才需要。

同时，优化招募政策，招募
计划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
脱贫地区重点倾斜，向艰苦边远
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倾斜，
向脱贫户和零就业家庭毕业生
重点倾斜。

“2021 年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招募 3714 名高校毕业生，
占总人数的 9.8%。 各地也出台
了相应的支持政策，比如，湖北、
海南等对脱贫户毕业生加分优
先招募，河南、山东、宁夏等扩大
招募规模，广东、福建拓宽报名
范围到港澳台籍毕业生，社会反
响良好。 ”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
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 服务保障力度更大。
据介绍，2021 年中央财政投入
17.2 亿元，按照东、中、西部每人

每年 1.2 万元、2.4 万元和 3 万元
（西藏、南疆地区 4 万元）标准给
予工作生活补贴。

“各地通过强化资金配套，全
面落实社会保险待遇， 创造条件
缴纳住房公积金，发放艰边津贴、
乡镇工作补贴等， 不断提高服务
保障水平。”该负责人介绍，“比如，
广西、四川等建立重大疾病、意外
伤害等补充保险，云南、贵州等按
考核等次给予年终奖或一次性奖
励。 这些政策力求让支扶人员无
后顾之忧，安心服务。 ”

支扶人员
在基层怎么“干得好”

从大学的象牙塔走进艰苦
边远地区的乡村，高校毕业生如
何克服本领恐慌，如何尽快适应
当地的工作生活环境干出好成
绩？ 这是支扶人员心头的疑问，
也是党委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

“刚来时确实心里没底，可
有了组织培训，有了乡镇和村里
党员干部的传帮带，我很快就找
到节奏了。”支扶人员鲁天成说。
大学毕业后的鲁天成报考“三支
一扶”， 来到甘肃省临夏市南龙
镇罗家湾村服务。 初来乍到，他
一时摸不着门路。 后来，经过参
加临夏市委组织部以及人社部
门的培训，鲁天成对脱贫攻坚衔

接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有了更深
了解，也逐渐学会了如何与乡亲
们打交道。

和鲁天成一样，众多支扶人
员在基层实践中加强学习、提升
自我，各地各部门也着力健全培
养使用体系，为支扶人员干事创
业、成长成才搭建良好平台。 例
如， 针对毕业生基层经验不足、
适应能力不强的情况，通过实施
能力提升专项计划，中央财政投
入 2400 万元专项培训 8000 人
次 ， 其中乡村振兴主题培训
5000 人次。 同时广泛开展岗前、
在岗和离岗培训，大力提升人岗
匹配、能力匹配水平。

有的地区则加强岗位锻炼，
不断完善岗位匹配和导师培养
制度，通过给平台、压担子、传帮
带等举措，为支扶人员发挥作用
提供全方位支持。 如天津、安徽
等广泛推行名师教学示范、岗位
练兵比武等活动；湖南、四川等
积极选派人员参与抗震救灾等
重点工作，让支扶人员在急难险
重中历练成长。有的着力提升专
业素养，结合服务领域、岗位特
点，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如北京、
江苏等组织电子商务、 乡村金
融、农技推广等高级研修，广东、
云南等开展临床观摩、 跟班学
习， 帮助支扶人员拓宽视野，提
升专业技术水平……

“同时，我们对支扶人员坚
持严管厚爱，加强日常管理和思
想引领，严格在岗和服务补贴发
放情况抽查，并结合春节、教师
节等节日开展慰问调研活动，让
支扶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 ”该负责人说。

青年人才
如何在基层“留得住”

青年人朝气蓬勃、 斗志昂
扬，让服务期满的支扶人员自愿
扎根基层、奉献自我，需要引导
更需要政策保障。

各地各部门强化政策落实
落地， 打通期满扎根基层渠道，
为基层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人
社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落实公
务员定向考录、事业单位专项招

聘等支持政策，推广落实期满考
核合格基层单位直接聘用办法，
鼓励县（市、区）统筹基层编制优
先吸纳期满人员。 2021 年期满
人员中近七成被机关事业单位
录聘用。

与此同时， 强化跟踪培养，
有重点地推荐支扶人员担任乡
镇团委副书记、 站所长助理等，
将在多岗位锻炼中表现突出的
优秀人员纳入基层青年后备人
才， 充分激发他们扎根基层、干
事创业的动力。

“据我们了解，重庆有 500
余名期满人员提升专业技术职
务，60 余名成长为乡镇班子成
员或站所负责人。 江西上饶有
129 名期满人员走上县直部门
或乡镇的领导岗位。这些支扶人
员为基层干部人才队伍注入了
新鲜血液。 ”该负责人说。

此外，人社部门还通过组织
专场招聘会，推荐各类用人单位
将有创业意愿的期满人员纳入
支持范围， 开展创业培训等，帮
助其实现多渠道就业创业。 据统
计，2021 年全国共有服务期满人
员 2.4 万余名， 期满流动率
92.6%。 其中，考录为机关公务员
的占 11.1%， 招聘到事业单位的
占 57.2%，企业就业的占 7.7%，创
业及其他形式流动的占 16.6%。

数据显示， 自 2006 年启动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以来，已累
计选派 46.9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
全国 2300 余个区县基层服务，
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基层、扎根基
层的青年人才，优化了基层干部
人才队伍结构，对引导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建
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今年招募计划将向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县、易地扶
贫搬迁大型和特大型集中安置
区所在县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人社
部将紧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
要，持续为基层选派优秀青年人
才，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投身乡
村振兴，在基层一线建功立业。”
该负责人表示。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