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创新的佼佼者
——入围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全国选拔赛的省赛获奖项目

项目名称：鲸空文创
项目创始人：肖培飞
项目简介：厦门鲸空文创主要从事智能文创研

发设计，紧跟时代需求，做有态度、有温度的智能文
创产品。经过3年的研发与设计，鲸空文创研发了
含厦门在内的18个省市地区的特色文创产品。公
司目前已经在厦门、湖南、西安等地拥有 8家直营
店。与全国200多家店铺，众多高校，中国邮政，政
府部门保持良好、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设计研
发到原材料控制，仓库配送及线下运营都已形成一
套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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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企业经营管

理者评价推荐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是 2000年 1月

由福建省委编办批准成

立的事业单位，是福建省

最早从事中高级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评价、考试、

培训、推荐服务的专业机

构，隶属于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中心开展的主要

业务有：

一、提供专业化的社

会化考试服务。中心建

有社会化考试题库管理

系统和企事业单位公开

招考报名系统，拥有一支

专业的社会化考试命题、

面试专家队伍，承接省内

外机关、企事业单位委托

的命题出卷、面试遴选、

考务组织等工作。

二、提供科学化的人

才测评服务。中心拥有

专业、实用的人才测评系

统和一支专业的评价专

家队伍，具有丰富的人才

测评咨询经验，常年为用

人单位开展岗位素质、能

力素质、心理素质、就业

指导、公共职业等方面专

业化人才素质测评与专

家工作坊服务。测评业

务涵盖企事业单位的招

聘考核、选拔晋升、人事

调配、定岗安置、组织调

整、培训提升等，高校毕

业生就业、高考志愿填报

前的个人职业兴趣、职业

倾向、职业适应度测评咨

询服务，企业员工或个人

心理测评等。

三、提供个性化的管

理咨询服务。中心拥有

专业的管理咨询专家队

伍，根据客户需求，为企

事业单位提供人力资源

战略规划、组织设计、工

作分析、薪酬体系设计、

绩效考核管理、培训体系

搭建等专业人力资源管

理咨询服务。

四、提供订制化的经

营管理研修。中心整合

省内外经济、管理、金融、

人文等领域雄厚的高校、

企业的教学力量及科研

管理机构的知名实战专

家，提供订制化研修培训

服务项目；受政府有关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委托，承

办我省企业中高级经营

管理人才研修培训、企业

家人才专题研修等，致力

于培育我省优秀企业经

营管理者，提升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五、提供公益化的职

业经理人服务。中心建

有福建省职业经理人人

才库，开展职业经理人研

修、评价、推荐等服务，致

力于提升我省企业职业

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能力。

我们的联系方式：

社会化考试服务，咨

询 顾 问 电 话 ：

0591-87383113；

人 才 测 评 、背 景 调

查 ，咨 询 顾 问 电 话 ：

0591-87383146；

管理咨询、经营管理

研修培训、职业经理人服

务 ，咨 询 顾 问 电 话 ：

0591-87383141。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

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F

区7号楼13层（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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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不仅仅是在线上，这样的岗位供需平台，还延
伸到了线下——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厦门分部，117家企业提
供的259个岗位，已经成功推送给8513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
已有6412名毕业生求职者与企业联系。

搭建供需平台，拓宽就业渠道，湖里区是认真的。该区率
先于厦门市各区出台《湖里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贯
彻实施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意见的通
知》，通过落实“十个一批”扩岗行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同
时，该区还利用“112”智慧就业服务管理系统，提高湖里区户
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岗位推荐频次，直到就业为止。

深挖高校人才潜力
厚植企业成长沃土

“初次来厦，人生地不熟怎么办？”“我们有房，三年免住宿
费。”首次尝鲜直播带岗，厦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人力资源总监艾志敏，亮出了湖里的好政策。直播不到 10
分钟，企业就收到上百份简历。

“招聘会辐射范围广，影响力大，我们有信心，在全国范围
内寻得高精尖科研人才。”艾志敏说，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的招
聘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担心，湖里一流的营
商环境，会吸引源源不断的人才前来。

“想要留住人才，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湖里
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人才成长的沃土，也是一座城市的核心
竞争力。

人才最关心的住房问题，湖里区全力解决。增加人才公
寓房源、丰富人才公寓分布区域、扩大公寓政策适用范围……
湖里不断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让人才心归此处，安心创业。

开展各类人才座谈会，帮助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及时兑现
人才政策,优化毕业生业务办事流程……这样的场景，几乎每
天都在湖里上演。贴心的服务形成强大引才合力，吸引着一
批批优质人才慕名而来。 （湖组宣）

本报讯 9月 17日，福州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与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在福州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举行“3+
2”分段培养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福州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执行院长俞发仁，福州文教
职业中专学校校长林红代表各方在协议书
上签字。

签约仪式前，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王卫旗向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来
访一行人介绍了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
建设规模及未来发展前景。俞发仁与林红
就两校开展全面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
流。

据介绍，此次合作是为了贯彻落实《福
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若干意见》，加快构建适应发展需求、
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协调发展的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整合两校教育资源优
势，共同打造教育精品课程，共同发展两
校文化教育事业，开展数字媒体技术应
用、数字展示技术、动漫游戏专业的“3+2”
分段培养合作。

签约仪式后，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一
行人参观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着重了解
未来工坊、VR智慧教室、VR体验中心、VR
实操室、虚拟现实技术实训室、动漫游戏实
训室等高科技实训设备情况。 （本报记者）

加快构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州文教职业中专学校签约合作

本报讯 南安市探索“校企合作南安模式”，举办“才聚南
安·智荟成功”南安市 2020年全国高校巡回招聘季活动，加大
力度引进国内外高水平高校毕业生来南安就业。

南安市2020年全国高校巡回招聘季吉林站于9月17日至
24日举行，走进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北华大学、吉林化工学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现场招聘；
三安半导体、闽发铝业、阳光中科、西河卫浴、泉工股份、信达
机械等 15家南安市知名企业，为大学生提供涉及机械、电气、
材料、营销、平面设计、化学、自动化等就业岗位近 1500个，目
前已吸引近 5000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应聘，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372人。

北华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化工学院等院
校，分别与上海大学附属南安医院医疗项目筹建组、九牧厨
卫、三安半导体、闽发铝业、阳光中科、泉工股份等用人单位达
成合作意向并签订协议。

南安市通过政府、企业、异地商会三方联动，精准选择高
校、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聚高水平毕业生，探索“校企合作
南安模式”。持续发挥异地商会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商会建
立“校企合作联络站”，组织企业赴高校集中、人才输出量大、
产业契合度高的省份举办高校巡回招聘，广泛宣传、推介家
乡南安的产业布局、引才政策、就业环境，发布南安企业招聘
信息，加强南安企业与省外高校、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等对接
与协作，开辟省外高水平高校毕业生常态化输入渠道。现已
成立长春、兰州、长沙、南昌、贵州、银川、六盘水等 7个“校企
合作联络站”。

据悉，南安市将前往甘肃、湖南、江西等省份开展校园巡
回招聘，引聚高水平毕业生。今后将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选
择优质高校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在人才引进培养、科研项目攻
关、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为南安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动能。 （通讯员 吴耀辉）

政府企业异地商会三方联动

南安主动出击引进毕业生

本报讯 近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公布第四批制茶大师
（红茶类）名单，宁德市寿宁县龙虎山茶场吴其瑞榜上有名。

1975 年，16 岁的吴其瑞来到龙虎山茶场从事茶叶制
作。从业至今，他始终立足龙虎山茶场位于武曲镇的地缘
优势，传承和弘扬张天福茶学思想，始终坚持品质第一的
原则，以科技求发展，注重产品的科技含量，建立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提升制茶工艺技术。在持续努力下，他先后被
评为农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带领茶场茶人取得发明专利
5 项、实用型专利 20 多项，茶叶连续多年获得多项荣誉奖，
成效显著。 （通讯员 吴乐泉）

寿宁武曲镇新增一名制茶大师

本报讯 德化县日前出台奖励政策，鼓励柔性引才用才。
支持柔性引才行业协会或中介机构建立德化“引才直通

站”，对协助引进泉州市外人才、项目、技术、资金和先进管理
经验的，按人才工作成效和实际贡献，每年择优选择 2家给予
5万元奖励。

支持以才引才，对通过以才引才方式引进符合市第一至
第五层次条件的人才，给予每人最高6万元引才奖励。

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柔性引才活动，对开展柔性引才的
企事业单位进行评估，评选出“金牌伙伴”“银牌伙伴”“铜牌伙
伴”，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2万元的优秀伙伴奖，并将事业
单位、群团组织引才费用列支在事业经费和公用经费中，按照
给付引才对象单个项目劳动报酬的8%给予补助，补助额最高
10万元。

今年来，全县共柔性引进人才42人（其中泉州市高层次人
才21人）、团队2个、工作室6个。 （通讯员 陈兴才）

德化鼓励柔性引才用才

编者按：在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福建赛区省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9个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10月举办
的全国选拔赛。现予以简要介绍，推动获奖优秀项目进一步发展壮大，助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

项目名称：水产“最强大脑”——智慧水声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管理系统
项目创始人：陈佳
项目简介：“水产最强大脑”项目首次解决水产养殖病害预警和监测的

行业难题，实现水产养殖零发病率的重大突破，带动水产养殖业技术全面升
级，是集疾病监测、预警和反馈为一体的综合性水产养殖物联网系统。产品
率先引入水声信号处理技术，整合水声、水质、图像信息，实现了养殖户对养

殖体听觉、视觉和嗅觉三“维”全方面立体化感知，配备
自动控制投药喂食、增氧预警指令，并配套可视化信息
反馈终端，实现智慧养殖。项目团队深入云南、安徽等
8省农村地区走访调研，目前已经落地协议100多项，
预计合作年产量 10万余吨。项目荣获福建省“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
等奖、中俄工业创新大赛二等奖等十余项国家、省部级
比赛大奖。项目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获
厦门卫视、东南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项目名称：宁德市魔芋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创始人：吴宇康
项目简介：魔芋文化成立于 2020年 1月，是一家

以网易云 LOOK 直播、喜马拉雅 FM，猫耳 FM，酷狗
音乐、公会运营为主的线上文化娱乐公司，为用户打
造最具音乐属性的直播新体验。与众多秀场直播、游
戏直播有所不同，魔芋文化为全国各地，音乐人、唱作
歌手、演奏达人电台主播等音乐爱好者，围绕、唱歌、
聊天、脱口秀、情感、电台等音乐相关内容，提供适合
音乐表演的线上直播平台。目前公司有签约主播 160

人、专业音乐人运营 5人，在音频、视频和派对房均有进行直播。公司在
2020年网易云直播春季全国公会赛中，最高进入全国 40强，有 3名主播进
入个人赛 100强，其中 1个进入 30强，并于 9月全面发展喜马拉雅、猫耳、
酷狗以及抖音等平台。

项目名称：“沙二代”—开启沙县小吃的创新之路
项目创始人：张声樟
项目简介：沙县樟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餐饮品牌孵化、运营，餐饮中央厨房，供应链管理于
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9年，占地面积
21亩，第一期投入 1500万元，已建厂房 4000平方米，
租赁厂房6000平方米，四条小笼包生产线、一条水饺
生产线、两套制皮、制馅设备、1200平方米冻库等已
投入使用，目前可达年产3000吨沙县蒸饺、2000吨小
笼包、1000 吨水饺，年产值 1 亿多元，现有员工 258
人。第二期预算投入 2500万元，新建厂房 5000平方
米，增加沙县蒸饺流水线，急冻隧道设备、扩大冻库等，进一步完善、扩大餐
饮中央厨房规模。餐饮连锁品牌有馄饨小二、云吞小二、六烫盟麻辣烫等。

项目名称：尾矿整体解决方案领跑者
项目创始人：李文娟
项目简介：尾矿是我国产出量最大，综合利用率

最低的大宗固体废弃物，现行处理方式综合利用率
不到 20%，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厦门兑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与沉淀，攻克4大核心
技术难题，形成一套清洁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核心
技术被中国工程院评定为“国际领先技术”。方案以
高频振动活化机为基点，充分利用尾矿中矿物复合、微粒表面电性相互抑制
的原理，加入自主研发的功能性材料，制备尾矿微粉，实现尾矿变废为宝的
重要跨越，尾矿利用率高达100%，处理效率提高90倍。

项目名称：年产6吨键合金丝的生产
项目创始人：张知行
项目简介：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符合产业政策发展

方向，突破多项行业技术壁垒，投资小、市场大、产业新、
产值大、高科技、作业环境友好。项目主要产品 JC204C
键合金丝列入 2019年福建省第一批重点推荐新产品目
录，技术水平达 10微米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真正实现
国有化替代进口同类产品，主要应用在集成电路半导体、
LED封装领域，获得“参军”资质并应用至军工领域。

项目名称：石墨烯薄膜及应用产品制备
项目创始人：曾鸣
项目简介：石墨烯是一种新型二维材料，广泛应用

于加热膜、柔性显示屏、新能源电池、传感器及红外探测
等应用领域。本项目产品（石墨烯薄膜）采用化学气相
沉积法（CVD）制备，具有尺寸大、缺陷密度低、面电阻
小、透光率高等特点。根据石墨烯薄膜导电、导热的特
性，开发石墨烯加热膜等相关应用产品。项目产品远销
国内外，均拥有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且产品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名称：兴才多功能植保打药车
项目创始人：苏雅琼
项目简介：雅伺力植保机械主要针对标准化大

果园设计，服务于果园打药运输，适用于苹果、梨、
桃、樱桃、葡萄等果园，是果园机械化智能化进程中
重要一环，深受各大果园基地欢迎。

项目名称：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传习所
项目创始人：温文溪
项目简介：该项目是由中国制茶大师温文溪

带领的创业创新项目，通过创新的模式、创新的
设备、创新的产品，致力脱贫攻坚、振兴乡村。形
成“传习所+茶农+茶企业”的多方共赢模式，结
成利益共同体；先后帮扶 132户茶农，其中 14户
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与省级建档立卡
贫困村结对打造全县示范性茶园与茶品；通过向
茶农灌输科学的茶园管理方式，进行有效的水土
流失治理与土壤改良；义务开展茶叶知识讲座与
技术培训，培养广大茶农与贫困户二代学生。

◀合作签约

▼探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