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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六稳”落实“六保”

本报讯 双节将至，福鼎市 溪镇赤溪畲乡
巾帼创业社里异常忙碌。20 多名当地妇女围桌
而坐，忙着制作畲族服装、茶服、团扇、香包、手工
编织、彩绘鹅卵石等富有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
为即将到来的旅游高峰“备足马力”（如下图）。

据了解，赤溪畲乡巾帼创业社成立于 2019
年 3月，坐落在“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畲族
村的“畲家小院”内，在福鼎市妇联的支持指导
下，创业社立足地方文化，鼓励和支持当地妇
女，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研发富有地方特色的
文创产品。目前已吸纳村内 20 多名妇女闲置劳
动力，促进妇女创业就业，充分拉动脱贫攻坚路
上的“巾帼力量”。

身着畲族服装，造型生动可爱的原创卡通形
象“哈哥”“哈妹”被印制在T恤、帆布包上，或被编
织成玩偶；花鸟鱼虫、畲族
元素等主题被精细地勾勒
在大小不一的鹅卵石上，流
畅的线条，亮丽的色彩，给
人一种返璞归真之感……

如今，创业社的农家妇
女正通过自己的巧手和智
慧，成为小山村里创业增收
的“多面手”，一系列极具地
方民俗特色的文创产品广
受市场热捧，不仅实现了妇
女家门口就业增收，而且对
拉动旅游消费，活跃当地旅
游市场也起到极大促进作
用。

为提高妇女创业就业
技能、拓宽妇女创业就业渠
道，赤溪畲乡巾帼创业社还
创新推出“公司+巾帼合作
社+妇女”发展模式，引进
扶持企业，由企业免费为贫
困妇女进行编织、彩绘、茶
道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并开
设网络直播课程，将网络、
电脑、手机等智能产品的使
用融入系列技能培训中，提

高农村妇女的信息化水平，助力妇女提升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和竞争力。

赤溪畲乡巾帼创业社的兴旺，还得益于福
鼎市妇联深入开展实施“巾帼脱贫攻坚行动”和

“巾帼乡村振兴行动”的工作成果。
近年来，福鼎市妇联在项目村大力开展“妇

联+”行动，以“妇联+社工”，定制精准的技能
培训，提升妇女创业素质；以“妇联+合作社”，
搭建妇女创业平台，在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培树巾帼示范基
地，引领试点试验区域中更多妇女参与生产发
展、实现就业增收……一项项精准的帮扶措
施，充分激活妇女的主动性、创造性，让越来越
多的农村妇女有手艺、能就业，真正擎起脱贫
攻坚路上的“半边天”。 （通讯员 池荣龙）

本报讯 窗外秋雨淅沥，室内高朋满座。9月27日
下午，“2020年校企共建 英才稳岗论坛”活动在中国海
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3楼会议室举行（如上图）。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闽北
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代表，
福州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京东福建分公司）、
福州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等
13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论坛，就校企专业共建、产教结
合、人才输送的探讨与衔接，提升企业的稳岗率进行
深入探讨，促进合作共赢。

本次论坛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牵头主办，福建海
峡人才网络资讯有限公司、小成就（福建）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赶学职教集团承办，海峡人才HR联盟、福建
企企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省人社厅有关部门负
责人到会指导，解答稳就业保就业方面优惠政策。

“企业稳，则就业稳。促进稳就业保就业是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责任、使命和目标，也是海峡人才HR
联盟的成立宗旨，希望依托此次搭建的论坛平台，共
同探讨开展企业二元制的应用及现代学徒制在员工
技能提升的应用，更好地促就业保就业，促进校企合
作。”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论坛上，小成就（福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作企业
主题演讲，阐述校企共建的积极意义。赶学职教集
团、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立信房产代
理有限公司就校企共建形式、企业新型学徒制、企业
二元制的应用作主题经验分享。福建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三
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等职业院校

进行宣讲展示，向参会企业介绍了院校特色、学校专
业、生源与规模，以及企业可以参与共建的校企合作
方式、每年应届毕业生校招时间等内容。

论坛的举办，得到与会代表的点赞。“职业教育是
最亲近市场的教育。今天我是带着‘如何开展产教融
合’问题前来参加，想倾听各位与会代表的实践经验
与体会。”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侯志宏告诉
记者，论坛从高校、企业、人才服务机构等不同视角，
分享交流了目前我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所取
得的成绩，相信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将拥有丰富的
内涵和美好的未来。

“当下正处于变化莫测的呼喊时代，我们到底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应对当下市场的人才需求？可
以说，此次论坛对产教融合、深度融合的思考，有了深
层次的思维碰撞。”作为企业参会代表，国创投资董事
长、小成就教育创始人肖平对论坛给予充分肯定，他
希望校企合作继续发挥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竞争力
提升、企业人力资源储备、企业经济效益提升方面的
积极影响，解决企业所面临的技术、人员两大难题，带
动企业经济效益有效提升。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海峡人才HR联盟今年举办
的首次活动。该联盟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于 2019年
底发起成立，旨在促进企（事）业高管、部门经理和业
务专员进行专业能力、工作经验的相互交流、相互学
习。下一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将发挥海峡人才HR
联盟作用，继续做好就业服务工作，继续举办形式多
样的活动，加强HR从业人员的相互交流，为促进我省
稳就业保就业，提升我省人力资源工作水平做出应有
贡献。 （文/记者 张寅 图/张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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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二元制”指的是经过3年不
脱产学习，取得国家认可的全日制高
职院校颁布的全日制大专毕业文凭，
并可在“学信网”查询。中联立信房
产代理有限公司应用实施“二元制”，
与职业院校建立深度校企合作，通过
搭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实践教育基

地、校外实训基地，发挥校企双方优
势，为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
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实习、
实训、就业提供更大空间。以去年为
例，“二元制”总共报名58人，岗位稳
定50 人，稳岗率在86%，二元制稳岗
效用显著。

二元制在企业中的应用
中联立信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晓东

本报讯 近日，泉州南安市通过政府、企业、异地
商会三方联动，首创“校企南安合作模式”，正式启动

“才聚南安·智荟成功”2020年全国高校巡回招聘季
活动，辐射覆盖吉林、甘肃、湖南、江西、贵州等省份。

此次活动以推介南安市的产业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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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由南安市人社
局、工商联、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南安分部共同组织。

9月17日，巡回招聘季活动首站抵达吉林省。11
所当地高校代表与15家南安知名企业代表，共同参与
福建省（南安市）——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校企合
作座谈会暨南安市“校企合作联络站”授牌仪式。

当天的座谈会上，吉林大学、北华大学、长春工
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分别与上海大学附属南安医院
医疗项目筹建组、九牧厨卫、三安半导体等用人单位
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协议。未来，签约双方将开展
人才培养引进、实习实训等人力资源交流合作。

南安市政府副市长薛建明还分别为吉林省闽商
总商会、长春市南安商会“校企合作联络站”授牌，并
致辞道，此次全国高校巡回招聘季活动是破解“企业
引才难”的重要举措，对异地南安商会、参会企业等
分别提出具体期望，希望吉林与南安两地携起手来，
充分发挥异地“校企合作联络站”作用，通过异地商
会和各院校等渠道多方推介南安市产业布局、人才
政策、用工环境，并做好后勤保障服务，积极引导更
多省外高校毕业生来南安就业创业，共同推动两地
校企合作早日结出硕果。

9月18日，吉林站的首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工业大
学举办。15家南安企业为大学生们提供涉及机械、
电气、材料、化学、自动化等就业岗位近1500个，吸引
近5000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应聘。

南安市人社局局长黄志军表示，近年来，南安市
深入实施人才“港湾计划”，每年举办公益性校企合作
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去年9月，南安市就首次组团来
到吉林省多所高校举办巡回招聘活动，发现这里高校
聚集，工科类生源丰富，且与南安市重点产业急需的
人才具有很高的契合度。据介绍，目前，南安市拥有

“石博天下、水暖万家、机筑世界、日用惠民、智领未来、
芯动全球”等六大产业名片，工科类人才的需求量较
大，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在今年的新常态下，随着各

项惠企政策落实到位，上下游产业链顺利打通，多数
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生产，此次高校巡回招聘，将帮助
南安的重点企业更精准引进紧缺急需高校毕业生，引
导企业与院校在紧缺人才引进、毕业生就业见习、科
研项目合作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合作意向。

今年以来，南安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精准施策，稳住就业大基调。

政策宣传，正向引导促就业。南安市人社局率先
出台《南安市支持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复工稳岗十六条
工作措施》等惠企政策，从员工接返、招工引才、稳定就
业、人才到岗等方面援企稳岗，通过“人社视窗”公众
号、海丝商报等平台进行全方位、全链条、全流程的梳
理告知，宣传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为充分稳定
就业创业提供有力引导和帮助。

拓展渠道，稳岗扩岗促就业。线上举办七场南安市
2020年大中专毕业生网络招聘会，在中国海峡人才网南
安专区、泉州市人才市场网以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进行
线上招聘，免费为南安900多家企业发布岗位需求3万多
个，帮助企业新招聘员工1万多人。因地制宜开设“南安
市企业人力资源共享平台”，为企业、人才开辟在线招聘
求职新渠道，以解决今年外贸企业产能和用工过剩问题，
实现企业间的员工共享。该平台吸引水暖厨卫、机械装
备、光电信息等领域30多家企业“入驻”，提供各类岗位
需求110多个，招聘短期用工2700多人。线下在用工
输出地较多的贵州、云南、四川等9个异地商会设立首
批“南安市劳务协作工作站”，深入当地开展10多场劳
务协作返岗招聘活动，吸引当地3100多人前来面试。

纾困解难，援企稳岗保就业。南安市人社局主动靠
前服务企业，落实降率减费及阶段性减免政策为企业减
负约2.38亿元，惠及7666家企业，落实援企稳岗补贴
7203.45万元，惠及2.38万名职工。社保大厅设立受理
专窗，安排专人专岗受理、审核，做到一站式解决问题。

权益保障，监察执法保就业。南安市人社局着
力构建劳动关系协调、劳动调解、劳动监察、劳动仲
裁“四位一体”的劳动维权服务体系，对劳动争议案
件，开通了“快立、快调、快审、快结”的绿色通道，将
矛盾纠纷“过滤”在诉讼前，保障了劳动者的就业权
利。同时，坚持“冬病夏治”，组织开展根治欠薪夏季
专项行动和欠薪隐患大排查行动，累计检查各类用
人单位106家，涉及劳动者1万多人次，切实保障劳动
者劳有所得。 （通讯员 黄晓雨）

巾帼勇闯“创业关”
擎起脱贫“半边天”

南安创新校企服务模式
引进高水平高校毕业生

论坛上，赶学职教集团、福建广生堂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联立信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代表

作主题经验分享，现予摘登。

赶学职教集团建立校企合作培
养人才共有订单班合作、工学交替、
顶岗实习教学、科研及产学合作、共
建校外实习基地、合作经营实训基
地、专业共建等模式。二元制是高职
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新型职业教
育模式，学生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以

半工半读形式获得全日制大专学
历。该模式由企业提出培养需求，面
向企业在职员工“单独招生”，构建校
企联合培养、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机
制，具有提升岗位招聘核心竞争力、
有效解决员工流失率、实现招工一体
化等优势。

构建校企联合培养新机制
赶学职教集团董事长 林晨

为进一步深化教学与生产融
合，实现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
接，广生堂药业全面推行以“企校双
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
型学徒制，通过企校合作方式，以

“广培生”为载体，探索企业职工培
训新模式，完善政策措施和培训服
务体系，加快企业后备技能人才的
培养。

新 型 学 徒 制 培 养 共 分 3 个 阶
段，依次是轮岗实习阶段、定岗学
习阶段、晋升培养阶段。课程按体
系 划 分 ，由 HR 结 合 学 校 老 师 建
议，协同业务部门及培训机构进行
课程设计，对广培生每年培训课程
（课时）进行规划设定，未完成课
程广培生将影响考核及年度评优、
晋升。

推行企校双师联合培养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 汤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