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0年12月16日
责编：张寅 邮箱：hxrcbz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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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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

本报讯 最近，福建省青年创
业促进会来到闽清县三溪乡溪源
村，为微农学堂创业益站授牌。
在这里，创业青年王永源与池权
贤合作创办的福州欣合源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是三溪乡溪源村专
项资金资助的第一个项目。福建
省青年创业促进会与王永源签订
了溪源村专项的第一份扶持协议
书，项目将获得第一年每月 3000
元的带薪创业金支持。

从福建农林大学毕业的王永
源，2010年开始第一次创业，创办
源凤家庭农场，尝试传统农业规
模种植。那一年，他便加入了福
建青创。

如今，被王永源定义为“农业
新产品新技术的孵化基地”的微
农学堂，是他的第二次创业，与溪
源村当地青年池权贤合作创办了
福州欣合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今年起，王永源承接微农学堂运
营，他担任微农学堂副校长。用
他的话来说：“我的活没有改变，
都是扛锄头的！”

但是这一次，王永源有了更
大的目标。

运营微农学堂，他希望教会农
户生产，与农民一起筛选适合本地
的、经济价值更高的新品种，孵化
新产业，助力农民增收。他也期待
拥有好产品好技术的农业专家或

新农人共同参与其中，创建符合当
地现状的现代农业综合体，争取打
造新时代农民的田间学堂。

沿着乡村栈道，走到学堂外
围，这里是一大片的玉米地。这就
是王永源来到溪源村之后种下的成
果，除了三栋教学楼外，这里的33
亩田地就是微农学堂的实践基地。

经过管理的大片田埂上，除了
种植玉米，还播下了紫云英的种
子，等待着花期的到来。未来，这
片土地将成为农业项目的试错、孵
化土壤。农业专家可以将种苗的
初期试种放在这里，创业青年也可
以来这里筛选适合本地的、经济价
值更高的新品种。微农学堂将以

“学堂+实践基地”的公益模式，打
造新型“产学研”综合体。

“目前，溪源村主要以种植油
茶和生产茶油为收入来源，相信
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作物种植能够
帮助村农增收，带动乡村振兴。”
王永源说道。

福建省青年创业促进会执行
会长李凤表示，三溪乡溪源村“带
薪创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微农学
堂的建设发展，让愿意投身农村
的创业青年无后顾之忧，让农业
科技有了试错和实践的空间。“期
待更多的创业青年回到乡村，激
发出振兴乡村的阵阵涟漪！”

（通讯员 俞美燕）

微农学堂：

让返乡创业青年无后顾之忧

本报讯 12月10日—13日，由人社部举办
的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举行。我省选派出97位技能精英，参加本届大
赛所有86个比赛项目的角逐，充分展现福建作
为技能强省的最新成果，展示八闽儿女技能风
采，引领全省各地、各行业不断提升技能竞赛
工作规模和质量，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
赛促建。

大赛期间，福建代表队还参加大赛组织
的“中华绝技”展演、技能展示交流、技能互
动体验等活动，同时设立福建宣传展厅，以
视频、表演和展板等多种形式向全国人民展
示漳浦剪纸、宁德偶人茶艺、福州寿山石雕、
建窑建盏烧制技艺等我省多项传统绝技绝
活。

经过3天的同台竞技、激烈角逐，福建选手
脱颖而出，取得 2银 1铜 30个优胜奖，在 36个
参赛代表团中成绩总分排名第 13位，共有 16
个项目入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
创造了福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以
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大赛展演项目福建
《漳浦剪纸》入选本届全国技能大赛20个“中华
绝技”项目，并入围“最受欢迎的中华十大绝
技”项目。

获得奖牌的选手中，福建龙岩华侨职
业中专学校选手陈顺在数控车国赛项目荣

获银牌，并获评大赛“优秀参赛选手”；由福
建工程移民职业技术学校、福建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大能手教育科技（福建）有
限公司共同培养的选手胡蔓玲在世赛珠宝
加工项目荣获银牌；福州第一技师学院选
手江浩森、罗建文、陈龙在世赛制造团队挑
战赛项目荣获铜牌，为福建争得荣誉。此

外，陈顺、胡蔓玲、叶祖彪、简冰倩、林辉、陈
晓燕等 6 位选手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
号。

去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领导
下，省人社厅认真筹划参赛各项工作，成立
工作小组，按照组委会要求，有条不紊地组
织、指导各设区市选拔，开展赛前集训，努力
营造良好比赛环境，为福建取得佳绩奠定基
础。通过全省选拔赛，以及从历届国、省、市
赛的优秀选手中层层选拔出的 97 位参赛选
手，年龄最大的 46岁，最小的才 16岁。

据了解，此次大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
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综合
性职业技能赛事，对今后全国技能大赛和国
内职业技能大赛具有“风向标”意义，以“新时
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共设 86个比赛项
目。其中，世赛选拔项目 63个，国赛精选项目
23个。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有关行业组成的 36支代表队，2565名
选手报名参赛。福建代表团在本届大赛取得
历史性佳绩，将进一步推进全省技能人才工
作，为全方位推动福建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 （记者 张寅）

今年以来，浦城县人社局把“精准就业”
作为推进扶贫工作的基本要求，深入贫困户
家中实地调研，明确帮扶举措，力争做到为有
就业意愿的贫困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
训、有针对性的就业岗位。

“就业红娘”量身推荐岗位

浦城县人社局近日通过数据比对，发
现应届贫困高校毕业生杨燕群至今未找
到工作。为充分发挥“就业红娘”作用，人
社局工作人员一行来到杨燕群家中，开展

“心连心帮扶贫，手拉手助就业”送岗送政
策上门活动，为杨燕群推荐就业岗位，并
向她详细解读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以
精准就业服务助力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攻坚。

通过面对面交流，工作人员了解到杨燕

群毕业于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意向到与
专业相符的工作单位就业。“就业红娘”们当
即与仙阳镇卫生院联系，并向其详细介绍了
杨燕群情况，计划在镇卫生院开发公益性岗
位。

“我院当前人手极为紧缺，很感谢县人社
局的‘就业红娘’推荐人才。”仙阳镇卫生院负
责人激动地说道。经最终确认，杨燕群在 12
月1日正式入职。

“家门口”的扶贫车间

日前，浦城县人社局推进建设仙阳镇百
丈村羽毛球拍穿线扶贫车间，安排工作人员
到村民家中实地察看球拍穿线业务进展情
况，以及村民经过培训后的实际作业效果。

此前，该局为助力软弱涣散村转化升级，
促进村民增收、解决在家门口就业问题，与福

建南平乐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商定将该公司
球拍穿线业务介绍给百丈村村民，建立扶贫
车间。经现场察看，村民们的球拍穿线业务
娴熟，已然成为业务能手。

这项工作使半劳力、弱劳力者实现足
不出户就业，促进贫困群众轻松就业，实现
增收。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一
个个脸上都洋溢着脱贫致富带来的喜悦笑
容。

根据群众需求，下一步，浦城县人社局将
依托扶贫车间、合作社开展锥栗种植、食用菌
种植、山茶加工、农村实用技术等实用性强、
符合实际的技能培训，并视需要将培训班开
进乡间地头，吸引更多群众参加培训，通过有
效组织，以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为抓手，持续
推进扶贫车间的开发，实打实做好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工作。 （通讯员 季珂 徐捷飞）

浦城：量身推荐岗位 建设扶贫车间

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福建选手勇夺佳绩
闽97位技能高手参与角逐

长乐：开发公益岗位 推动就业扶贫
本报讯“今年，由于疫情外出打工遇到

不少困难，政府得知后为我提供公益性岗位，
真是解决了大问题，这下我有了稳定的工作
和收入，也学到了新技能，一举两得！”甘肃省
定西市漳县籍贫困户小刘激动地说道。

在漳县，像小刘这样的贫困户还有一部
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福州市长乐
区人社局多措并举，创新帮扶举措，用好用足
稳就业政策，在漳县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
力集中且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开发 655个临时
公益性岗位，专门用于安排漳县籍贫困户劳
动力，确保来长乐就业的漳县籍贫困户劳动
力“饭碗不丢”“收入不减”“脱贫不拖”。

在加大对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帮扶力度
的同时，该区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等，双管
齐下，确保贫困户不断岗，使稳定脱贫有了“定
心丸”，实现就业扶贫拔穷根，幸福饭碗端得
稳。截至11月底，长乐区已组织输转漳县籍务
工人员54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34人。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
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贫困人员通过自身
劳动得到收入，获得更多的满足感、成就感和
幸福感，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

为了更好带动漳县籍贫困人员脱贫致富，
长乐区人社局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9家区内外
贸出口型企业和 18家扶贫基地企业，开发保
安、物流仓储、等后勤保障类临时公益性岗位
655个，优先安排漳县籍建档贫困户劳动力。
这些临时公益性岗位实行非全日制用工模式，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同时，参照福州最低工
资标准（全日制用工岗位1720元/月、非全日制
用工岗位18元/小时）发放岗位补贴，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不超过最低工资标准1710元，补贴期
限不超过6个月。截至11月，长乐区已发放临
时公益性岗位补贴205.97万元。

此外，长乐区人社局继续兑现新输转的
漳县籍贫困劳动力在长乐企业就业的岗位工

资补贴政策，稳定就业三个月给予 3000元岗
位补贴，稳定就业满六个月以上的，再给予
9000元岗位补贴，多措并举，促进定西贫困劳
动力安心稳定在长乐就业、增收脱贫。截至
11月底，长乐区已发放各类交通和生活、岗位
工资等补贴327万元。

长乐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会
定期赴外贸出口型企业及扶贫基地开展稳岗
工作，指导企业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对这些
岗位的在岗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
指导企业规范记录在岗人员的工作时间，了
解漳县籍建档贫困户劳动力的需求，帮助协
调解决漳县籍员工在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困
难，让他们在这里工作得更加有动力。”

下一步，该局将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
力度，推动就业扶贫“多点开花”，形成就业
扶贫长效机制，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主人翁意识”，让他们用双手托起稳稳的幸
福。 （通讯员 王至莹）

首家台青创业企业
入驻滨海新城众创空间
本报讯 日前，福州长乐滨海

新城东南大数据产业园“台青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众创空间）迎
来第一家台青创业企业入驻。

该台青创业企业负责人简以
信表示，在福州长乐滨海新城看到
很大的发展机遇，没多想就向福州
市电子信息集团表达进驻意向。“自
从我有意向设立企业入驻众创空
间，在办理企业设立等各种手续及
咨询奖励补贴政策上都有专人对
接，‘一站式服务’让我倍感贴心。”

据了解，福州长乐滨海新城
东南大数据产业园隶属于福州市
电子信息集团，现提供近 1500平
方米众创空间给予台胞台企创业

就业，同时提供优质团体入驻挂
牌，协助台青申请政府出台引才
及就业政策补助，努力打造成台
青登陆家园。

福州长乐滨海新城东南大
数据产业园“台青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众创空间）项目负责人张
孝荣介绍，首家入驻台青创业企
业是由他引进，而自己也是一名
在榕就业的台湾青年，北京大学
毕业后经榕博汇引进至福州市
电子信息集团任职，“我希望在
发挥自身专业大力推进福州市
信息化领域建设的同时，能够

‘以台引台’，为两岸青年交流作
出贡献。” （通讯员 陈明晃）

本报讯 经书面评审、现场答
辩和实地考察，政和县 4家企业
获评南平市级资助优秀创业项
目，获得补助资金 18 万元。近
日，政和县人社局对获评的优秀
创业项目进行授牌。

今年以来，政和县人社局畅
通企业渠道、用好政策帮扶、加强
技能培训，多举推进青年创业就
业。通过开设电视招聘专栏，开
通“政和掌上就业”公众号等，免

费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现场招聘会改为
线上招聘会，全县 20多家企业提
供近 3000多个就业岗位，扩展青
年就业渠道；加强技能培训，开展
多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
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提升
青年人自身能力素养，截至目前，
组织茶艺师、网络营销师、茶叶加
工工等技能培训 35场，培训 2070
人次。 （通讯员 朱虹）

市级优秀创业项目授牌政和

本报讯 日前，由永春县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县科学技
术局、县人社局、县委人才办承办
的第二届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
举行，这既是永春县推动乡村人
才振兴计划全面落地的重要举措
之一，也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生动实践。

大赛从今年 10月启动以来，
报名参赛数量达 70个，经层层筛
选，16个“高颜值”“高素质”项目
入围决赛，涉及生态农业、乡村旅
游、文化创意和人才平台等领域。

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主旨

演讲、导师提问、现场作答等环
节，纷纷展示各自创业梦想，并立
足永春县实际，集思广益、交流创
意，充分展现了“乡村振兴，人才
先行”的使命与担当。

最后，决赛共决胜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
奖6名及人气奖1名，参赛者洪清
洁的《用于香制品智能烘干房的
研发》项目夺得本届大赛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脱颖而出并最
终落地的创新创业项目，永春县将
给予最长2年、最高30万元的贴息
创业贷款。 （通讯员 李伟波）

永春 16个项目入围乡村振兴双创大赛

选手陈顺参与数控车国赛项目选手陈顺参与数控车国赛项目

选手胡蔓玲参加世赛珠宝加工项目选手胡蔓玲参加世赛珠宝加工项目

本报讯 宁德霞浦县高素质
农民（茶叶评审、制茶）培训近日
开班，近百名当地茶企负责人及
茶农代表参训。

培训班采取理论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方式，邀请福建省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等单位、部门茶叶专家、教
授，前来进行为期一周的专题培训，
旨在提高茶企、茶农的茶叶审评与
制作技艺，并通过省级专项能力测
试，为考核合格者发放等级证书。

今年以来，霞浦县以造就有

文化、有技能、善经营的高素质农
民为目标，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
培训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开展调
查摸底、遴选培育对象以及认定
培训机构等，同时创新培训模式，
增设电子商务培训课程等，推动
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截至目前，霞浦县举办农村
电商、茶业栽培审评制作、果树种
植、水产养殖等高素质农民培训
班15期，参训人员近千名。

（通讯员 林峰）

培训高素质农民近千名霞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