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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根据第十八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组委会的部

署，原定于 2020年 6月 18日—21日举办的第十八届“6·18”中国
福建人才创业周高校毕业生（人才）云招聘活动将延期举办，举办
具体时间及事项另行通知。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6月9日

本报讯 6 月 5 日，省公务员
局发布《2020年度福建省省级机
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计划遴
选部分省级机关（含参公单位）一
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
层次 73个职位，112名公务员（含
参公人员）。笔试定于 7月 26日
上午 9∶00-12∶00举行，在各设区
市设置考场。报考者可自行选择
考区参加笔试。

公开遴选职位分为两类，一
是面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务员或
参公人员；二是专门面向符合条
件的选调生。

报考者应具备下列资格条
件：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
工作能力强，实绩突出，群众公
认；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和
2年以上公务员（含参公人员）工
作经历，选调生应符合最低服务
期限的规定要求；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即1984年6月以后出生）。

报考面向所有符合条件公务
员（含参公人员）的职位，登录福
建省公务员公开遴选网（http：//
lx.fjkl.gov.cn）进行网络报名。报

名时间为：6月 15日 9∶00至 19日
17∶00。报考者每人限报 1 个职
位。

报考专门面向符合条件选
调生的职位，由选调生登录福建
省公务员公开遴选网下载并填
写《福建省省级机关公开遴选公
务员报名推荐表》，经所在单位
同意后，向所在地党委组织部门
报名，由设区市党委组织部、平
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
部审核确定参加考试人选；每名
选调生可被推荐报考 1 个专门
职位，还可自主选报 1 个面向所
有公务员（含参公人员）的非专
门职位。

报考专门面向纪检监察机关
的职位，按干部管理权限，向县
（市、区）纪检监察机关或设区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纪检监察机关报
名，由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纪
检监察机关汇总、审核确定参加
考试人选；报考专门面向纪检监
察机关职位的报考者，还可自主
选报1个面向所有公务员（含参公
人员）的非专门职位。

（记者 周丽华）

省级机关公开遴选112名公务员

本报讯 省委组织部、省人社
厅、省公务员局日前发布福建省
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
计划招录3724人。报名时间截至
6月 11日下午 17∶00，笔试时间为
7月25日—26日。

其中，省直部门（含垂直管理
系统）招考 487 人，福州招考 477
人，厦门招考181人，泉州招考416
人，漳州招考308人，宁德招考454
人，莆田招考137人，三明招考421
人，龙岩招考284人，南平招考519
人，平潭综合实验区招考40人，全
省专门职位招考273人。

今年公务员招录人数较去年
增加1253人，同比增长50.7%。据
了解，其原因有二：一是公务员队
伍内部需要常规的人员补充；二
是当前基层公务员力量需要扩充
和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的扩
招给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多机
会。今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可报考

职位占录用计划总数的 91.9% ，
其中 826个录用计划专门用于招
考应届高校毕业生，占录用计划
总数的27.5%。近年来，公务员招
录更注重基层导向，特别是此次
疫情发生后，更凸显出充实基层
一线力量的重要性，鼓励大学毕
业生投身基层一线建功立业，对
其今后的成长发展也是重要的积
累和历练。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今年考生应在线填写《个人健康
申明及安全考试承诺书》，方可打
印准考证；考生进入考点一律核
验身份和“八闽健康码”（闽政通
APP），检测体温并佩戴口罩（建议
不佩戴N95等透气性能较差的口
罩），“八闽健康码”为绿码者方可
参加考试；考生存在《个人健康申
明及安全考试承诺书》所列情形
的，考试报到时应携带考前7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

（记者 周丽华）

“省考”招录公务员3724人
超九成职位毕业生可报考

省直各有关部门，省内高等院校及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各设区市
委人才办，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人才办：

根据第十八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组委会的部
署，原定于2020年6月18日举办的第十八届“6·18”海峡两岸人才
融合发展云上展会，拟推迟至2020年9月中旬举办。大会其他事
项仍按海人函〔2020〕17号通知执行，具体举办时间及参会等问题
另行通知。

联系人：刘海龙（电话：0591-87383081、13763893288）
陈 勤（电话：0591-87679820、13506997211）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6月9日

6 月 4 日，人社部发布《2019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公报》显示，2019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71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4247万人，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全文见4版

2019年度人社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技术技能人才增长

关于第十八届6·18海峡两岸人才

融合发展云上展会推迟举办的通知

关于延期举办

第十八届6·18中国福建人才创业周

高校毕业生（人才）云招聘活动的函

本报讯 6月9日上午，福建师范大学体育
中心户外广场，由省人社厅、教育厅、工商联、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福州市人社局共同举办的

“职等你来·筑梦同行”福建省暨福州市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夏季专场招聘会，在这里井然有
序地进行。副省长林宝金到现场调研指导。
省政府副秘书长赖碧涛，省人社厅厅长林卫
宠，省教育厅厅长林和平，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廖世铢，福建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李宝银，福州市政府党组成员、
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学峰等
陪同调研。

此次招聘会是我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
况下，为 2020届高校毕业生举办的首场大型
综合性现场招聘会，是我省贯彻全国和全省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推动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十个一批”
扩岗行动的具体举措。

300家企事业单位入场招聘，包括三棵树
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三宝钢铁有
限公司等近百家省内知名企业，涵盖我省三大
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众多行业龙头
企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 7676个，其中营销
类、教育培训类、计算机相关专业、工科类等专
业岗位需求较大，近 2000名毕业生进场求职
应聘。据不完全统计，当天用人单位共收到
3123份个人简历，与807人达成初步意向。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招聘求职秩序井然

“请出示您的八闽健康码，核验入场身
份。”

“进入招聘会场后，请大家遵守防控要求，
全程佩戴好口罩。”

……
为最大限度保障参会人员生命安全与身

体健康，维护会场秩序稳定，主办方在疫情防
控方面下足功夫。记者看到，会场入口处，主
办方设置专门通道，让求职毕业生分批次入
场，动态控制入场人数规模，并按照限流和错
时错峰等防控要求，对所有入场人员进行体温
检测、身份登记、核验八闽健康码，要求参会者
全程佩戴口罩。

会场选择通风良好的户外广场举行，各展
位之间拉开适当间隔，并在展位前划定1米线
间隔标记。根据标记，求职毕业生均保持间隔
距离排队等候，安全有序进行求职洽谈。

此外，在医疗保障、交通疏导、食品安全、
场地安保等方面，主办方进行严密部署，安排
专车从大学城各高校往返招聘会现场，免费接

送求职毕业生，并对参会求职毕业生健康状况
备案管理。

毕业生求职目标明确
参会企业招聘效率高

“今天到场的用人单位薪资待遇都不错，
早上已投递5份简历，岗位都比较适合我。”正
在应聘的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应届毕业生
徐梦雅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她主要通过中国
海峡人才网线上招聘会寻求工作，“现在线下
招聘会开启，希望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加线下招聘会，与招聘单位面对面交
流，感觉成功几率更高一些。”即将毕业的福建
师范大学毕业生陈毅坦言，随着疫情防控趋势
向好，对未来就业的信心逐步增强，“此次招聘
会供选择的岗位较多，提供的薪资待遇比较合
理，大多符合心理预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合
适的工作。”

来自泉州南安市的某科技有限公司求贤
若渴，现场发布岗位需求 104人。公司招聘专
员与中华技师学院就业中心李老师，就如何开
展校企合作进行热络洽谈。

李老师告诉记者，中华技师学院一方面积
极提振毕业生就业信心，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
为毕业生开拓就业渠道，确保毕业生找到满意
的工作。

记者发现，不少高校老师、辅导员在现
场为毕业生实力“带岗”，将企业所需的岗位
信息拍照发到毕业生 QQ 群，供未到场的学

生选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场参会企业都收到

不少毕业生投递的简历。其中，三棵树涂料股
份有限公司收获颇丰，参会不到2小时已收到
10多份简历。该公司招聘人员说：“往年这时
候校园招聘已结束，今天看到这么多学生前来
应聘，能够感受到主办方的用心。”

大部分参会企业表示，求职毕业生大多目
标明确，收到的简历与岗位匹配度较高。

线上招聘同步进行
时间延长15天

主办方介绍，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强化就业公共服务，积极化解
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此次招聘会全
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现场特别开设国有企事单位招聘专区，组
织发动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
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二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等 30多家国有企业单位入场招聘
会，提供约800个就业岗位。

设置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大学生征兵等
服务专区，邀请就业创业指导专家为毕业生提
供现场咨询与求职指导服务，并现场办理毕业
生推荐及登录人才信息库手续，用于人才储
备，帮助推荐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专门开设视频面试
场所，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福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ivo福建、腾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涂奈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5家用人单位，在此通过中国海峡人才网
视频面试系统与外地求职者进行远程面试。

“受疫情影响，考虑到外地毕业生无法参
加现场招聘会，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开展，为毕业生、用人单位提供便 利，
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招聘会。”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天线上高校毕业生云
招聘活动同步开启，时间将延长 15天，所有招
聘信息在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网
（http：//220.160.52.58）、中 国 海 峡 人 才 网
（www.hxrc.com）公布，未能参加现场招聘会
的毕业生可登录上述网站查询并投递简历应
聘。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还将为参会企业提供
常态化视频面试服务，企业只要登录中国海峡
人才网，与意向毕业生约好面试时间，随时进
行视频面试。”该工作人员说。

（文/记者 张寅 图/张黎波）

疫情以来全省首场大型现场招聘会举行

为毕业生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副省长林宝金到会指导

“群鹭兴厦”引领高质量发展

厦门首届人才服务月活动亮点纷呈

副省长林宝金副省长林宝金（（前右二前右二））了解企业招聘情况了解企业招聘情况

本报讯 6 月 2 日上午，2020 年厦门人才
服务月活动启动，来自各区各部门、三高企
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内的 160余位代表
参会。

据悉，这是厦门首次举办人才服务月活
动，在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的牵头组织下，各

级各部门精心策划，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集中展示厦门人才工作的突出业绩和优良服
务。

活动当天集中举办了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闽南总部暨湖里区打造人力资源产业高地、华
为（厦门）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基地、清华大

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厦门基地、厦门市与智联招
聘深化人才引进战略合作、高校产业技术联
盟、两岸人才服务驿站等六个项目的签约仪
式，充分展现了政府搭台、市场导向、人才主
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良好人才生态。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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