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汽宁德基地遇到用工难题，宁德技师学院上汽“冠名班”190名学生成为“顶岗实习生”，支援产业

一线，为基地实现生产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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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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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本报讯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十三五”期间，我省坚
持就业优先战略，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 300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101万人，“1234”稳就业工作法受到国务
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至2020年底，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
1200.57万人、1588.16万人、664.41万人、936.85万人，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5.53%。

我省首创劳动关系风险防控机制，6个工业园区、40
家企业被评为全国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与和谐企业。

建立健全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长效机制，“无欠薪项
目部”覆盖所有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省市县全部建立劳
动仲裁院，调解仲裁“六统一”跃居全国前列，全省大中型
企业劳动争议、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组建率分
别达 86.96%、89.22%。

至“十三五”末，全省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 15.21万人，就业率 100%；公益性岗位安置 13334人，组
织输入宁夏籍贫困劳动力 3757人。全省 72.07万贫困人
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应发尽发、应代缴尽
代缴。 （本报记者）

全省“十三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300万人

本报讯 日前，厦门市举行首场直播带岗引才培训
活动，吸引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美亚柏科、蒙发利电
子等 23家企事业单位参与。

走进直播间，用人单位 HR（人力资源）变身“带岗
主播”，秀出企业魅力和优势，吸引更多人才来厦就业。
直播带岗是什么？企业需要做什么？直播间场景搭建
要注意哪些方面？……这些与直播带岗引才有关的问
题，在培训课堂上都能找到答案。

据了解，此次培训在厦门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部
署指导下，由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市高层次人才发展
中心主办，思明区人社局、海沧区人社局、翔安区人社局
共同协办，是厦门市在直播带岗引才活动基础上，首创
推出的直播配套培训，通过提升用人单位HR直播带岗
的专业能力，拓宽、丰富厦门市的引才网络，不断提升城
市引才形象，也是厦门市围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
活动要求以及重点产业园区、重点招商企业发展需求，
深入聚焦“三个七”引才工作目标，开展厦门市新一年度
引才工作系列活动之一。

为办好首期培训，主办方花心思、下力气，邀请沛亚
人力公司职位分析师李健、小鱼网副总张立轩、小鱼网
资深主播刘溢前来授课，为用人单位HR量身定制精细
化培训课程。

同时将课堂教学与实践练习相结合，让学员们加深
对厦门引才政策、就业趋势的了解，并从表达话术、品牌
包装、岗位提炼、政策解读、实践模拟等方面入手，提升
用人单位HR的专业能力。

在实践练习环节，厦门信泰思科技有限公司的人事

专员施晴第一个走进直播间，亲身体验了一回“带岗主
播”。她把培训课堂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手持写有“科
技”两个大字的KT板，精准概括公司优势。

“用些小道具来辅助我们展示企业，让直播不只是
干巴巴的宣讲，这是培训班学到的小技巧。我们是科技
公司，计划招收研发岗位人才，求职者看到这些关键信
息会第一时间被吸引进来。”施晴坦言，培训让她收获很
多，接下来将与同事们逐一梳理、复盘所学内容，将直播
带岗尽快运用到企业春招中。

陈毅灵也参加了首场培训，她说：“在培训现场还可
以和其他企业HR、活动主办方沟通交流在招聘中遇到
的问题，是个很好的机会。”

此次培训也让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的 HR 吕
顺对直播带岗引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直播带
岗引才为企业、求职者提供了优质便捷、高效精准的招
聘平台，他们将不断探索尝试，采取更多线上招聘新模
式。

培训活动干货多、收获丰，赢得企业的一致点赞。
不少企业纷纷表示，将直播引入招聘，给企业传统的招
聘工作带来新的启发，专业、系统的培训让企业敢于秀
出自己，助力企业和人才的双向精准对接。

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包伟文表示，直播带岗系
列培训将常态化展开，助力企业探索引才新手段。同
时，今年直播带岗活动的分类将更加细化，直播频率更
加密集，将尝试更多样化的形式，比如把直播间直接设
在企业，直播走进大型招聘会现场或高校里去。

（通讯员 赖志毅）

本报讯 截至2月底，邵武市企业已招聘约
1000人，仍缺工约1900人。金塘工业园区今年
预计新增 9家投产企业，用工需求约 300余人，
全市企业缺工总数约2500人。

针对全市企业今年用工缺口，邵武市人社
局开展“六个一批”春风送岗活动，多措并举，驾
设就业服务网，推动企业稳岗复工。

“云视讯”线上招聘一批。组织 31家企业
参加南平市“云视讯”大型线上视频招聘活动，
同步接受线下电话岗位咨询，129名求职者参
加“云视讯”线上招聘，初步达成意向86人。

“搭平台”线下牵线一批。利用节后企业
招聘旺季，在邵武市区音乐喷泉广场、市工业
重镇，如城郊镇、吴家塘镇、水北镇举办线下招
聘会，为有招聘需求的企业搭好招聘平台。

“第三方”招录引进一批。发挥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邵武工作站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
用，缓解企业招工难，与云贵川等劳动力富余
省份对接，实现富余劳动力跨省输入，同时利
用网络求职平台、人才数据库，发现、挖掘、引
进企业紧缺的专业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走出去”校企对接一批。针对个性企业技
能人才短缺情况，与高校、专业技术类学校合
作，开办人才专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加
大对专业人才培养，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如，福
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武夷学院合作开设
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人才专班，邵武永
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与闽北高级技校合作开
办机械加工人才专班。据统计，“永晶班”“永和

班”共58人报班学习，已毕业28人，在班学习两
届30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2020年
至今，共8家企业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培
训员工 280人。其中，杜氏家居集团（下属 3家
企业）与闽北高级技校开办新型学徒制手工木
工培训专班；邵武永太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等5家
企业与南平技师学院合作开办企业新型学徒制
化工工艺培训专班。

“提技能”强化培训一批。加强对企业职
工以及城乡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促进职业院校、培训机构
按市场需求、产业发展培养各层次的专业技能
人才，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
2020年，共发放“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资金”培训
资金279.279万元，发放补贴1915人次。其中，
以工代训补贴发放企业 13家，发放金额 148.1
万元；简易岗前培训补贴发放企业 11家，发放
补贴金额 8.54万元；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企业 6家，参加培训人数 238人，预拨付培训资
金 59.5 万元；发放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补贴 82
人，5.74万元；发放见证培训补贴429人，54.984
万元。

“做文化”优环境吸引一批。倡议企业加
强文化建设，提高福利待遇，以企业文化、福利
待遇吸引企业技能型人才到邵武市就业创
业。同时，优化人才奖励政策，特别加大对人
才奖励房、租房补贴、购房补贴、高校毕业生生
活补贴等人才待遇政策的奖补力度，扶持企业
筑巢引凤、吸引人才。 （通讯员 谢小煌）

本报讯 最近，由沙县人社局主办的首场
“春风送岗位·就业暖民心”网络直播招聘会，
在沙县行政服务中心人社分中心举行。活动
依托“东南直播三明频道”新媒体平台开展线
上招聘，厦工三重、天华智能等 28家用人单位
提供就业岗位 767个，涉及机械制造、食品、化
工、服务等行业领域，当天累计在线收看 10.43
万人次。

“此次网络直播招聘，通过网络直播平台
实现优质企业岗位需求信息和优秀人才信息
的交流共享，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就业和企业

招工需求，为广大用户提供有温度的人力资源
服务。”沙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网络直播
招聘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架起实时沟通桥梁，
开启求职招聘新模式。直播期间，通过建立求
职需求微信群，将求职者需求及时在群里与企
业招聘负责人反馈沟通。直播招聘结束后，有
用工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和求职者，仍可长期在

“三明就业和人才公共服务”公众号进行招聘
求职，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不再受时间、空间
限制，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满意的
工作。 （通讯员 吴秋芳）

厦门首创直播带岗引才培训

企业HR集中上课 学当“带岗主播”

打好“六个一批”组合拳

邵武市“春风送岗”惠民生

沙县开启网络直播招聘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 3月29日晚上20时，宁德技师学院2018
级上汽钣金与涂装班班长刘俊杰刚忙完一整天的工
作，可看上去精神状态很不错。“今年是上汽宁德基
地冲刺 31万台产能的关键之年，作为一名学生能参
与其中，我觉得非常自豪。”“准上汽人”刘俊杰笑着
说。

2020年9月，上汽宁德基地面对60JPH量产爬坡
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压力，出现了用工难问题。

为此，宁德技师学院上汽“冠名班”190名学生成
为“顶岗实习生”，接受招募支援产业一线，开始了一
场校企融合发展的“大练兵”。这些“实习生”从一名
学生转变为一名产业工人，为上汽宁德基地实现生
产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顶岗实习生”可不是“赶鸭子上架”。2018年，
在宁德市委、市政府协调下，上汽宁德基地与宁德技
师学院签订校企融合发展战略协议，共建新能源汽

车产学研实训基地，开设了汽车钣金与涂装、制造与

装配两个专业，采用“订单培养”方式，为上汽宁德基

地培养人才。
“校企双方通过充分调研、论证，实现了‘招生

即招工、入校即入企，招工即招生’的深度校企融
合。”宁德技师学院副院长颜宁禄说。

据了解，此种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方式，注重实
训能力和企业需求，所有课程按照企业实际场景进行
安排，将工厂的部分设备、材料搬到课堂上，做到全景
式现场体验。同时，上汽方面还派驻相关工作人员作
为学校班主任，实时更新技术需求和培养内容。

与此同时，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技师学院还组织
学生、学生家长前往上汽宁德基地考察，培养成为一
名产业工人的自豪感、认同感，形成多方融合的发展
共识。

尽管如此，上汽宁德基地首届“冠名班”学生，从
课堂到工厂、从学生到工人，仍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
磨合。上汽宁德基地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汪嘉敏

说：“刚开始实习时，学生们叫苦连天，对工厂实习模

式难以适应。甚至有个别的同学出现身体疲劳、手

脚起泡的问题。”
“我们实时了解学生的身体、心理状况，他们有

什么需求，我们及时与上汽方面沟通。”宁德技师学
院机械汽车工程系2018级上汽钣金与涂装班班主任
王志成说。

“学校每周都与上汽宁德基地人力资源部门召
开对接会，了解实习生们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及时
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培养学生的责任感、荣誉感。”宁
德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副主任范榕说。

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所有“顶岗实习生”都适应
了现在的工作节奏。不仅如此，学校和上汽宁德基
地领导还利用休息时间，指导学生职业定位，对实习
生未来的技能提升和学历提升进行分析和说明，得
到实习生一致好评。

“学校、企业都非常关心我们，没有把我们当作
实习生看待，大家的干劲越来越足。”2018级上汽钣
金与涂装班副班长叶坦说。

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满意度，不仅仅来自学校的
关心、基地的关怀，更多是来自稳定的就业、富有行业
竞争力的待遇收入，以及上汽智造带来的荣誉感。“校
企合作很好，孩子们入学之后就有工作，我们非常满
意。平时在路上看到荣威、MG等品牌汽车，想到是自
己家孩子参与生产的，我感到很自豪。”2018级上汽制
造与装配2班徐兴东的父亲徐建江说道。

这些“顶岗实习生”通过考核后，将成为一名正
式的“上汽人”。在去年年底上汽宁德基地的表彰大
会上，宁德技师学院这些“顶岗实习生”有 45人荣获

“优秀实习生”称号，5人荣获“杰出实习生”称号，占
基地表彰名额的三分之一。在此次表彰名单中，总
装车间实习生马孝洪因在平时工作中吃苦耐劳、服
从安排，经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被纳入企业重点培
养对象。

“近年来，学校抓住宁德四大主导产业发展机
遇，第一时间和上汽宁德基地开展校企合作，取得良
好成效，锂电新能源汽车发展未来空间巨大。我们
将进一步深入与上汽宁德基地在‘上汽冠名班’、人

才订单班方面的合作，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实习

就业等方面不断创新融合，共同培养企业实用技能
人才，为宁德打造全球知名产业支撑培养更多实干、
实用型人才。”宁德技师学院院长阙少波说。

（通讯员 陆环）

校企融合培养产业工人

本报讯 经过一年紧张而充实的学习，近日，宁
德技师学院、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德时代”）首届新型学徒制机电一体
化中级工班 69名学员顺利结业。在结
业典礼上，宁德时代向 69 位学员颁发
毕业证书，并为优秀学员颁发奖金。

2019 年 12 月，双方为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学徒制，共同开办首期新型学徒制中级
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
与”原则，在企业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
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
主要内容的培训新模式，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为学员们提供高质量职
业技术教育。

宁德市人社局副局长谢成彬指
出，这项活动是宁德市首个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初步形成
了“政府努力激励推动，企业加快技能
人才培养，院校、培训机构积极主动参
与、劳动者踊跃参加”的职业技能培训
新格局，为宁德四大主导产业培养更
多的高技能人才，宁德市政府主管部
门将陆续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助力
企业人才培养。

宁德技师学院院长阙少波表示，现
场 69位学员是宁德市首批新型学徒制
毕业生，是校企合作新型学徒制的首批
硕果。“开展校企合作新型学徒制，是宁
德市人社局和职业院校为企业服务的
一项重要举措。”

顺利结业的学员们表示，技能创造
成就，技术改变人生，他们将在宁德这
片土壤、宁德时代这个平台上，不断提
升自身素质与竞争力，为公司、为宁德、
为福建省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据介绍，第二期新型学徒制中级班
已正式开课，报名人数超千人，计划今
年年底完成培训。

“宁德时代将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
学徒制，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采取
一系列引才、留才措施，激励公司有志
青年向技能人才转型，弘扬工匠精神，
为我国新能源科技行业的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宁德时代供应链与运营体系
联席总裁冯春艳对各位学员提出期许，希望学员们
抓住机会，不断加强技术学习与积累，不忘初心，扎
根宁德，回报宁德。 （通讯员 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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