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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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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工作的通知》（莆人社文〔2020〕201号）文件精神，我局拟

向市里推荐4名省级技能工作室和5名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人选参与遴选。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对照遴选范围和申报条件，踊跃推荐
报名，于9月30日前把相关材料及时上报区职业技能鉴定站。联系人：阮晓霞，联系电话：13799631208。

表格下载地址：http：//www.chengxiang.gov.cn/zwgk/gsgg/202009/t20200910_1523580.htm

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人劳局）、财政局
（财金局），市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
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新时代职业教育培养
集聚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加快构筑创新创
业创造高地的意见》（莆委发〔2020〕5号）、
《中共莆田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关于加快培育集聚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莆委人才
〔2020〕1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省里和市里
今年工作计划，现就开展 2020年度省级、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建设目标
（一）计划遴选 1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
（二）计划遴选 15个左右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
二、遴选范围
（一）支持企事业单位推荐技能技艺精

湛、具有创新创造能力和较强带徒传技能力
的高技能人才领办技能大师工作室。重点
支持推荐我市“343”重点产业（即鞋服、工艺
美术、食品等 3个传统支柱产业，新型功能
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4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生命健
康等 3个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急需、紧
缺和特色行业（领域）高技能人才领办技能
大师工作室。

（二）已是国家级或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不再申报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已
是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不再重复申报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三、推荐名额
各县（区、管委会）、市直属单位推荐名

额见附表。技能大师工作室推荐按企业（单
位）属地原则向所在县区人社部门申报，

市级行业协会及技工院校（含市属职业
院校）经市直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市职业技
能鉴定指导中心推荐。各县（区、管委会）、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要认真遴选，严格
按推荐名额择优推荐，超额推荐将不予受
理。

四、申报条件
（一）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应遵纪守法，弘扬工匠精神，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身体健康，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工作的一线技能
人才可适当放宽。

（二）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应具有技师（二级）或高级技师（一级）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在我市某一行业（领
域）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
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
丰富，在职在岗，能够承担工作室日常工
作。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优先推荐。

1.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
福建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的高技能人才；入选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福建省
技能大师。

2.在我市特色产业中，具有高超技能水
平，行业内认可，在我市有较大影响的技能
领军人才，经市人社局、财政局研究同意。

3.近5年来在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获
二等奖以上人员（不含在校学生），或所带学
生在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中获一等奖以上
的技工院校（含职业院校）实习指导教师，在
同等情况下可优先支持创办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近 5年来在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
赛中获二等奖以上人员或所带学生在省级
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中获一等奖以上的技工
院校（含职业院校）实习指导教师，在同等情
况下可优先支持创办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三）所在单位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技能人才培
养、评价、选拔、使用和激励政策制度；较好
落实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用于高技能人才培
养的经费投入较大。能够为技能大师工作
室提供场所、设施、设备，能够满足教学和技
艺传授及技术攻关、技术创新工作要求。

（四）技能大师工作室能够积极开展技
术技能革新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注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能够将创新成果、绝技绝活、具有特色的生
产操作法及时总结推广。

（五）建立完善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工
作制度，制定“师带徒”计划，技能大师工作
室通过传、帮、带，使技术技能得到传承，每
年为企业或社会培养 5名以上青年技术技
能骨干。

五、申报材料
（一）推荐申报报告。各县（区、管委会）

人社部门、财政部门，市直有关单位根据名
额分配和申报条件，出具推荐申报报告（含
拟建项目情况报告、建设的必要性和现有优
势、计划目标等），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汇总
表可作为推荐报告的附件上报。

（二）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表。
（三）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技术革新、

技术改造、操作技术方法改进、科学技术成
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
面证明材料，以及科技进步奖项、国家专利、
职业技能竞赛等获奖情况。

（四）师徒双方签订一年以上带徒协议
的原件及复印件。

（五）技能大师工作室所依托的企事业
单位高技能人才工作情况（包括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用
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的费用的证
明材料，能够为技能大师工作室提供资金支
持以及场所、设备等必要条件情况等）。

（六）技能大师工作室所依托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以
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七）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的身份证
及职业资格证书以及获得荣誉证书等的复
印件。

（八）其他证明材料。
六、申报及评审程序
（一）各县（区、管委会）人社部门、财政

部门，市直有关单位根据申报条件，开展推
荐申报工作。

（二）市人社局、财政局组织专家对申报
项目进行评审或研究。

（三）对拟推荐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名
单及拟确定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单进行
公示。

（四）向省人社厅、财政厅推荐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候选名单。研究确定并公布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单。

七、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职责任务
（一）发挥名师带徒重要作用，加快培养

一批高技能人才和青年技能骨干。
（二）组织重大技术技能革新和技术攻

关项目，解决重大技术难题。挖掘传统工
艺，进行传承和创新。

（三）开展技术交流，为高技能人才参与
技术开发、技术攻关、技术交流以及绝活和
技能成果展示提供平台。

八、经费保障
每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补助经费 15

万元（含省级规定的项目补助经费 10万元
和我市规定的配套扶持经费补助 5万元），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补助经费 10万元，所
需补助经费按属地原则，从就业专项资金拨
付。补助经费用于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
流等技能传承提升活动。项目所在单位提
供必要资金支持。

九、其他要求
（一）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条件，择优推

荐，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原则上从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中推荐。

（二）各级人社部门、各项目单位主管部
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做好已建项
目的日常管理和成果评价工作，大力推进项
目实施，确保项目建设出成效。

（三）各级人社部门、各项目单位主管部
门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莆人社文
〔2018〕76号）精神，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实行
动态管理，退出情况要及时报市人社、财政
部门。

（四）相关表格可以从市人社局门户网
站“网上办事-表格下载”栏目下载。申报
材料应在10月12日前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
建设科（一式三份）。

联系人：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李
灵通

联系电话：0594-2380872
电子邮箱：2830429201@qq.com
附件：1.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推荐

名额分配表；
2.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
3.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

报表；
4.莆田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

报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2020年9月7日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2020年度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遴选工作的通知

本报讯 9月 15日下午，莆田学院科学楼东报告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由
莆田学院、莆田市人社局共同主办的“护航青春 助力圆梦——2021届毕业生
就业指导专题讲座”在这里举行。

就业指导专家、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高级经济师陈希佳应邀宣讲。她围绕
了解就业市场环境（环境分析）、确定职业目标（职位分析）、制作求职简历（自
我分析）、掌握面试技巧（综合能力）、办好就业手续（政策保障）、评估与调整
（职业发展）六大主题，向在场毕业生和辅导员介绍如何盘点自我市场价值，并
对自我可迁移能力的人际力、分析力、创造力、执行力、情商力做深层次分析。

莆田学院学生处副处长吴建展、就业中心负责人陈晨、各毕业班辅导员、2021
届毕业生到场聆听。陈晨表示，就业指导专家为即将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做了一场
专业、生动、有益的指导讲座，对毕业生提高就业能力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据悉，此次毕业生就业指导专题讲座是莆田市2020年“青春聚力 圆梦在
莆”就业创业服务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陆续举办 2021届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就业见习实习基地对接会、毕业生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交流会等活动，助力
应届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创业，吸引优秀毕业生留莆回莆来莆就业创业。

（通讯员 颜晓曦 吴静）

政校合作 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莆田市人社局与莆田学院举办2021届毕业生就业指导专题讲座

名企招聘信息

企业简介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1月，位于莆田市城厢
区华亭镇霞皋村华林工业园，自
2010年起，连续十年被莆田市
城厢区政府授予莆田市纳税大
户称号。三利谱光电研发实力
雄厚，拥有约 4000平方米的研
发中心及国内较早从事偏光片
技术研发的团队。公司于2017
年 5 月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
码：002876。现有光明工厂、松
岗工厂、莆田工厂、合肥工厂。

目前，莆田分公司因发展势
头良好，正进行扩厂建设，我们
诚邀拥有梦想并锐意进取的您
加入三利谱，在发展中国民族品
牌的舞台上尽情激扬青春，激发
潜能，成就团队，成就自我！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需求

序号

1

2

3

4

5

岗位

机台操作员

品检员

配料员

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

招聘人数

20

5

3

15

10

招聘要求

1.初中级以上学历；
2.年龄18-40周岁；
3.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4.能适应上夜班。

1.初中及以上学历；
2.女士，年龄18-35周岁；
3.做事认真细心、有耐心；
4.书写工整的优先录取；
5.身体健康，视力5.0以上优先；
6.有品管经验或电子厂生产经验优先（无经验肯学的也可以）。

1.初中及以上学历；
2.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
3.服从管理，做事认真负责；
4.能适应上夜班。

1. 大专及以上，物理、化学、机电、管理等专业优先；
2. 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队合作精神；
3. 能适应两班倒和无尘洁净车间。

1. 本科及以上，物理、化学、机电、管理等专业优先；
2. 能服从工作安排，有团队合作精神；
3. 能适应两班倒和无尘洁净车间。

岗位职责

1.负责看机台、记录数据；
2.从机台上收放产品；
3.班组长交代的其他事情等。

1.负责检查产品外观、内污等；
2.产品按品质进行分类；
3.班组长交代的其他事情等。

1.负责看机台、调配溶液等；
2.班组长交代的其他事情等。

1. 负责个跟踪产品生产；
2. 生产制程实施和改善；
3. 指导产线员工配合研发中心新材料导入和新产品开发活动。

1. 负责生产制程实施和改善；
2. 不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提升产品质量，及时制定和更新制程文件；
3. 新材料导入和新产品开发活动。

联系电话：0594-2096111
地 址：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业园下花路口（奥迪4S店后面）中科盛华大院6号楼

1.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投标文员、建造师、项目安全员、收银员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2.莆田市博晟鑫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亚马逊美工、亚马逊运营、亚马逊产品开发
联系方式：17040494644
3.莆田峻茂进出口有限公司
岗位：外贸客服、外贸业务员、外贸助理
联系方式：13666904746
4.莆田市生众光电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德语翻译、外贸英语客服、文员
联系方式：15080399452
5.莆田市城厢区鼎旺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销售文员、社群运营主管、采购主管
联系方式：18159390508
6.莆田市联怡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网店店长、采购文员、仓管、淘宝运营助理
联系方式：18059911507
7.莆田市安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前台文员、客服经理、保洁阿姨、服务顾问、机修、仓库配件员
联系方式：0594-6971910
8.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水性胶销售总监、业务精英、人力专员、网络营销
电话：17359425332 龙女士

9.莆田市远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汽车销售、收银员、汽车电销专员
联系方式：18850902630
10.福建九州通中化医药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药品销售、设备维修员、淘宝主播、电商平台OTC主管
联系方式：13859880801
11.福建集途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人事行政经理、会计、人事行政/人力资源专员
联系方式：15759902912 张女士

12.莆田市华友机车销售有限公司
岗位：财务主管、摩托车维修师傅、售后文员、批发业务员
联系方式：0594-2526000
13.杰讯光电（福建）有限公司
岗位：主管、操作员、品质部主管、技术干部
联系方式：18959591539
14.莆田市联怡贸易有限公司
岗位：淘宝网店店长、采购文员、仓管、淘宝运营助理
联系方式：18059911507
15.福建省易太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人力资源经理、信息技术总监、企划设计
联系方式：0594-2930003 方先生

16.中建启鑫（福建）建设有限公司
岗位：水利施工员、会计、出纳、建筑商务经理、测量员
联系方式：13950731565
17.福建人和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岗位：一级消防工程师、消防设施操作员、工程师助理
联系方式：0594-2609333
18.锐马（福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软件工程师、人事行政文秘、行政外联主管、区域销售经理
联系方式：0594-6732803
19.福建省凡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安全员、施工员（实习）、建造师（一二级）、投标文员
联系方式：0594-6755566
20.福建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监理员/监理工程师、造价员（师）/预算员（师）、项目司机、公路监理工程师
联系方式：17759841031
21.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设计专员、文案策划、电气工程师、电商运营、总裁办专员
联系方式：13959585320
22.莆田市烛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电子工程师、专利工程师（机械）、专利工程师（电学）、专利工程师（计算机）
联系方式：18650277597
23.莆田市九龙谷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行政助理、外联经理、营销中心-计调、营销副总（九龙谷）
联系方式：0594-2811008
24.赛博思（莆田）钢结构房屋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车间主任、质检员、铆工、二保焊焊工、钢结构拆图/预算员
联系方式：17398330809
25.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污水处理员、人事行政专员、养殖场场长、品管化验员/内勤、风投管控
联系方式：0594-6903556
26.莆田市城厢区启赋康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特殊教育个训、言语老师、特殊教育融合老师、招生专员/市场专员、校长
联系方式：0594-2512889
27.福建硕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审计、组训讲师岗、预算员（消防安装类）、商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0594-2702002 林女士

28.福建复茂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现烤学徒、生产员工、成品仓统计员、生产配料员
联系方式：0594-2655555
29.福建汇友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程序员php、美工、H5前端开发、H5游戏开发工程师、WEB程序员
联系方式：13599532246
30.莆田市工程地质勘察院
岗位：文员、岩土工程勘察技术员、试验员
联系方式：0594-2692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