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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25日召开的福州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印发《福州市关于进
一步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湾青
年就业创业的措施》。《措施》包括促进
台资企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台湾青年就
业创业、深化榕台融合发展三个部分共
21条。

《措施》提出，2020年 1月 1日后设
立的台湾青年创业企业，同等享受市级
基地台湾青年创业场所租金和首次装
修改造补贴政策；简化台湾青年创业基
地补贴政策申报手续，支持台湾青年创

业基地开展直播，建设“两岸青年第一
家园就业创业驿站”；乡村（含社区）建
设榕台合作项目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
的，可直接委托符合条件的台湾建筑设
计（含文化创意）团队开展工作。

《措施》要求，用人单位应依法依规
为聘用台胞缴交医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加大力度鼓励台湾青年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全面落实台湾居民居住证与大
陆居民身份证同等使用；实行对涉台行
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提供“一站式”

“一条龙”服务。 （本报记者）

福州出台21条惠台利民措施

进一步推进台青就业创业

本报讯“希望各位台湾专家能够
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建设
者、维护者，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台湾同
胞了解宁德、关注宁德、走进宁德，不断
增进相互理解，共同搭建起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青春之桥’‘希望之桥’。”12
月 19日，2020年台湾博士宁德师范学
院专场对接交流活动举行，宁德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王美苗在对接交流活动中
表示。

此次活动由宁德市委组织部、宁德
师范学院主办，宁德市台港澳办、福建省
海外人才中心承办。活动采用线下举
办、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29名台湾博士
参与，推动宁德台湾高校人才对接交流。

宁德市近年来不断深化两岸产业、
文化的对接和交流，出台了《进一步深
化宁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和《探索推进宁台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惠台政策，加快推进落
实同等待遇，为台湾同胞在宁德创业、
就业、学习和生活提供良好条件。目前
有 20 名台湾博士在宁德师范学院工
作，在推动该校学科专业建设、加强两
岸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宁德市台港澳办主任林岩峰表示，
宁德市将落实惠及台湾民众的各项政
策措施，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人
才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更为广阔
的发展舞台。 （本报记者）

推动宁台高校人才对接交流
台湾博士宁德师院专场对接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 12月 25日上午，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
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十
一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确保“十四五”开
好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省委十届十一
次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十四五”
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体现了
中央要求、时代特征、福建特色、人民
期盼，意义重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
系统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的基础上，
对 2021年全省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为我们做好明年的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各部
门（单位）、分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
的科学判断，深刻领会党中央和省委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
点工作，把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
一次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与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提

升服务大局的能力。省委十届十一
次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了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历史使命、奋斗
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我们要认
真学习领会，将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
各项工作中，增强工作谋划的系统性、
前瞻性，做好市场高质量发展规划。
要围绕“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统
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
等重点群体就业，认真帮扶残疾人、零
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多渠道促进灵活
就业，切实提升就业质量。要围绕“两
岸融合发展”，深化闽台人才交流合

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加快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要
求，继续办好海峡两岸人才交流合作
大会、台湾青年来闽实习实训等活动，
加强台湾各类专业人才引进。要积
极推进台湾地区职业资格采认先行
先试，扎实做好台湾专业技术人才职
业资格培训、考试等工作，促进两岸职
业资格共通，不断为台湾同胞提供更
加便捷的就业创业服务。要围绕“激
发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用好产业人才需求
调查成果，以省内外各类人才项目对
接活动为载体，跟进服务，扩展引才成
效。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与
现代产业体系相协同的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市场的“招、培、派”业务板块
等成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标杆。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
引领，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认真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
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
督责任。坚持以此次巡视整改为契
机，补齐工作短板，把严的主基调长
期坚持下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
力。坚持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
风，苦干实干，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应有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奋力谱写
人才市场的新篇章。

距离春节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
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分部要统
筹抓好各项工作，认真梳理今年各项
工作完成情况，抓紧做好扫尾工作，
确保全年工作任务完成。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了九大任务，各部门
（单位）、分部要对照任务目标，认真
谋划明年工作，着力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为“十四五”
时期开好局，起好步，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超越提供人才和人力资源
服务支撑。 （本报记者）

聚焦主责主业 提升服务大局能力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12月27日，在新年来临之际，
沐浴着冬日暖阳，伴随着欢声笑语，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举办“筑梦海峡，健步前行”迎
新活动。

市场领导游诚志、杨石、叶金山，以及
驻省人社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张永生，与退
休老干部和全体员工一起用运动健身的方
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迎新活动设福山郊野公园迎新健步
走、跳绳比赛、拔河比赛等项目。

12月的北国冰封雪飘，南国仍“春”意

盎然，在美丽的山地步道上，举着“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的鲜红旗帜，市场全体员工迈
着矫健的步伐，昂首阔步向快乐进发。

随后举行的跳绳比赛和拔河比赛，更
是点燃了现场每一个人的热情，呐喊助威、
热情欢呼、气氛热烈，展现了市场全体员工
朝气蓬勃、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风
貌。经过激烈角逐，交流中心（网络公司）、
产业园联队夺得拔河比赛冠军，市场员工
陈剑镭、王苏鸿分别摘得男子、女子跳绳比
赛冠军。

市场退休老干部王朝栋还现场为大家
表演太极拳法，刚柔并济、轻灵沉着、一气
呵成的动作，博得在场员工阵阵喝彩。

迎新活动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结束，
市场员工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活动不仅增
进了同事间的感情，还增强了幸福感和归
属感。新的一年，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
情、更加昂扬的工作斗志、更加务实的工作
作风，为人才和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奋力谱写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新
篇章。 （本报记者）

筑梦海峡 健步前行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昂首阔步喜迎新年

本报讯“根据《劳动合同法》，属于劳
动合同必备条款的是哪些内容？请作
答。”

“某单位领导宣称，本单位人员的管理
优势是有问题大家一起上，该领导说法违
背了什么原理？各位选手，请抢答。”

……
12月 28—29日，由省人社厅主办，中

国海峡人才市场、福建省人力资源管理师
协会联合协办的第一届福建省人力资源
服务大赛在福州举办，我省各设区市、平
潭综合实验区、省直相关单位，组织动员
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业人员、骨干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积极参与，通过海选
的方式，选拔推荐出 54 名选手同场竞技
（如上图）。

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由泉州市人社
局推荐的锐仕方达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
司泉州分公司孙晓瑜、省属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推荐的林晗静（下
图右二）、宁德市人社局推荐的宁德市人
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陈律分别获机构组
个人赛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由省国资
委推荐的福建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林仁帅、省国资委推荐的福建省港口集团
所属交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贺翠兰、泉州
市人社局推荐的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璐分别获企业组个人赛第一名、第二
名、第三名，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
工作部代表队、南平市人社局代表队、三
明市人社局代表队分别获团体赛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本次大赛以“强服务 展风采 促发展”
为主题，聚焦人力资源服务各业态和人力
资源管理各业务模块，通过开展人力资源
服务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竞赛，进一步加
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从业人员专业
化水平和行业整体服务能力，推动我省人
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希望通过大赛的举办，更好地激发广
大人力资源服务从业人员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能的热情，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从业
人员专业化水平和整体服务能力的提升，

展现人力资源服务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省人社厅副厅长童长峰在大赛开幕式
致辞中表示。

竞赛内容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招聘管
理、绩效管理、高级人才寻访、人力资源咨
询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
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等，
共举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业人员个人
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个人赛、团体
赛 3个比赛项目 9场比赛，每场比赛均设
置必答、抢答、风险抢答 3个环节，全面检
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现场应变
能力。

“为备战此次大赛，我们从全市相关部
门推荐的100名选手中进行海选。”泉州市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最终确定的 4名
参赛选手是市级选拔赛专业知识笔试的优
胜者，并结合部门推荐意见，开展座谈考
察，从业务能力、逻辑思维、语言表达等方
面综合评判选出。

孙晓瑜便是泉州市人社局选送的其中
一位参赛选手，在此次大赛中，获机构组个
人赛第一名。“比赛进一步加深巩固了平时
的理论知识，人力资源行业知识一直更新
换代，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源工作者，要
在这个行业继续深耕，还需要不断更新知

识。”孙晓瑜对记者表示。
企业组参赛选手贵逢丽，是国投云顶

湄洲湾电力有限公司的一名人资专员，负
责企业绩效管理。她表示，作为人力资源
行业新手，参与大赛是一次学习的号召，更
加明确今后工作的任务和目标。“接下来会
持续学习，把人力资源这项工作做得更
好。”

机构组参赛选手王梦婕，感言受益良
多。作为省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的一名企业服务专员，她告诉记
者：“大赛为人力资源从业人员创造了展示
技艺的舞台。通过知识和技能竞赛，我们
可以审视自身差距，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地
学习专业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为推动
我省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据了解，人社部将于 2021年 4月举办
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大赛。本次大赛
最终决出的两组个人赛前3名共6名选手，
将进入我省参加全国人力资源服务大赛集
训名单，视集训情况推荐 3名选手和 1—3
名后备选手代表我省参加全国预赛；同时，
对团体赛获得前3名的各设区市代表队予
以表扬。

（文/记者 张寅 卢芸斐 图/张黎波）

同场竞技展风采 提升能力促发展
第一届福建省人力资源服务大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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