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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6日，2021年福建省职
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考试举行。这是福

建省推行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后首次开考知
识技能型部分职业（工
种），标志着福建省技
能人才培养、评价工作
迈入新阶段。

据悉，本次职业技
能等级统一认定共开考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电子
商务和物流服务师等 4
个职业（工种），全省有

1821名考生参加理论科目考试，有1787名
考生参加实操科目考试，有273名考生参加

综合评审科目考试，本次认定工作分别在全
省九个设区市设立10个考点，43个考场，考
试采用智能化机考模式（如图）。

为保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
规范性，保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的
含金量，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按照统一
标准、统一试卷、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
书核发的工作方式，着重“质量第一、社
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组织实施统一认
定。省人社厅、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高度
重视，为严肃考风考纪，省人社厅副厅
长洪长春、二级巡视员刘涛，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副总经理游诚志以及省人社
厅机关党委、职业能力建设处、省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赴福州考场巡考督导。具体承办单位
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
派出巡考人员分赴各设区市考点，加强
考场巡视督查。

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是福建省首批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承担福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统
一认定及颁证工作。此次统一认定通过
的人员，将获得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颁
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纳入我省技
能人才统计范围。根据省人社厅与省财
政厅共同下发的文件规定，取得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由全省各地给予职业培

训补贴。考生在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之日起 6个月内向各级人社部门申请职
业培训补贴。

据了解，2021年第二次、第三次职业
技能等级统一认定时间分别为8月21日、
22日和11月27日、28日。8月开展认定的
职业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
协调员、电子商务师、物流服务师、健康管
理师、公共营养师；11月开展认定的职业
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
员、物流服务师、电子商务师、健康管理
师、公共营养师、房地产策划师、客户服务
管理员、创业指导师、婚姻家庭咨询师、采
购员、营销员、物业管理员。 （本报记者）

本报讯 6月 25日，福州市出台《鼓励高校
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七条措施》，鼓励更多
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共同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

福州市继续组织实施“十个一批”扩岗行
动，即机关事业单位招考（聘）一批、国有企业聘
用一批、服务基层项目就业一批、中小微企业吸
纳一批、应征入伍和升学深造一批、灵活就业促
进一批、扶持自主创业一批、就业见习留用一
批、公益性岗位兜底一批、职业技能培训一批，
提供 10万个就业岗位，努力确保福州市高校毕
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注重面向福州市龙头
企业、国有企事业人才需求，开发优质岗位，其
中：工业龙头企业岗位 3000个，商贸龙头企业
4000个，国有企业岗位 3000个，机关、事业单位
岗位（含聘用岗位）6000个。受薪酬总额制约或
绩效总额限制的市（县、区）属国有企事业单位，
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产生的工资总额增加，可
不计入当年工资总额幅度调增控制范围。

措施明确，毕业三年内有意来榕求职实习
的全日制高校外地生源毕业生，可申请享受三

个月免费住宿。6月底前，在鼓楼、台江、仓山和
晋安等四城区统筹提供2000个以上床位，永泰、
闽清各提供 100个以上床位，其他县（市）和马
尾、长乐各提供300个以上床位。持续开展人才
储备工作，自今年 7月开始，福州市人才储备生
活补助标准按照福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发放。非福州生源、在福州市无自有住房
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技工院
校预备技师班及以上毕业生，在福州市企事业
单位稳定就业或自主创业，按规定缴纳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三个月以上并落户福州的，可申请
福州市人才住房保障“万人计划”，未纳入“万人
计划”的，给予六个月合计3000元一次性租房补
贴。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技工
院校预备技师班及以上毕业生，在福州市企事
业单位稳定就业或自主创业，按规定缴纳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三个月以上并落户福州的，按每
人1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

近期开展“好年华，聚福州”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组织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生来榕参加

“好年华，聚福州”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时长
1—2月，为实践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交通补贴
和生活补贴，并安排相关社会实践岗位和人员指
导。

同时鼓励社会资源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专业
化服务，建立各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引进国
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精准对接福州市重点产业、企业人才需求，
为高校毕业生来榕就业提供专业化、便利化、集
成化服务，鼓励用人单位出台相关配套措施，为
高校毕业生来榕就业创造良好条件。

文件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高校要切实
履行职责，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充分调动各方资
源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各县（市）区要加强对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组织领导，把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列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各级政府要加大就业工作经费投入，按上年度
个人所得税当地留成部分的 20%安排就业补助
资金，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扩
大支出、人才扶持资金等各项资金，切实落实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 （本报记者）

福州鼓励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

本报讯 近日，顺昌县人社局在公共技能实训
基地会议室召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座谈会，
30名大中专毕业生、部分毕业生家长参加座谈。

会上，主办方详细介绍顺昌县当前职业教
育情况，解读大学生就业创业及人事代理业务

政策，围绕毕业生普遍关心的回乡就创业社保
缴纳与工龄计算、创业补贴政策、人事考试、毕
业生档案转接管理等内容进行深入阐述。

大学生自主创业优秀代表、古建筑设计师
徐明炜分享创业历程，激励与会大中专毕业生

明确目标，实现人生价值。
随后，参会人员参观了顺昌县大学生创业园

区项目工作室，前往欧浦登（顺昌）光学有限公司
观摩，深入生产车间，走进员工俱乐部实地体验
工作氛围，感受企业文化。 （通讯员 杨丽梅）

顺昌举办毕业生就业服务座谈会

本报讯 精美的竹编工艺品一字排开，竹
片在手工艺人巧妙的双手中变成形状各异的
竹编工艺品；薄薄的纸张上，铺设的画稿线条
繁密，大小刻刀相互切换，一副副精美的剪纸
画生动呈现……近日，2021第二届闽侯技艺传
承大赛在闽都民俗园里进行线下决赛，为广大
市民送上精彩的非遗文化盛宴。比赛共设置
九大闽侯传统技艺项目，近百名传统技艺大师
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展露绝活，争夺最高
荣誉。

此次大赛以“传承匠心 成就匠星”为主题，
由闽侯县委宣传部、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闽侯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
主办方在延续第一届比赛木根雕、木构件、传统
竹编技艺、软木画、手工线面技艺项目的基础
上，增设了闽剧脸谱化妆技艺、剪纸传统技艺、
泥塑传统技艺、漆画制作技艺等更加直观、接地
气的传统技艺项目。

其中，木根雕制作技艺、软木画与剪纸传统
技艺项目以建党百年为命题。漆画传统绘画技
艺根据非遗匠心为主题，由选手在胚底平面上
进行漆画描绘。

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传统泥塑雕刻技艺项
目。选手们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形象
进行现场创作。“能为袁老形象进行泥塑雕刻创
作，是件非常荣幸的事。”选手刘义华表示，得知
决赛主题后，他特意查阅大量关于袁隆平院士生
前的影视资料，经过认真构思，创作了这个作品。

经过 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9个项目的金
奖全部产生，分别是：闽侯木根雕制作技艺金奖
——林剑波；闽侯传统竹编工艺金奖——陈秀
英；闽侯线面手工技艺金奖——潘利珠；软木画
技艺金奖——肖梅英；闽侯传统泥塑雕刻技艺
金奖——吴新明；闽侯建筑木构件技艺金奖
——叶依钟；闽剧脸谱化妆技艺金奖——刘春
玉；漆画传统绘画技艺金奖——罗权芬；剪纸传

统技艺金奖——董雅萍。
“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我非常高兴参加此

次技艺传承大赛，这类赛事不仅为技艺人提供
互相学习的机会，也能让更多群众直观了解传
统技艺，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根雕手艺人林
剑波说道。

“相比去年，今年看到更多年轻选手参加，
作品不仅融入现代美学，创作手法也更加新颖，
这样的变化很可喜。”赛后，连续两届参与赛事
评选的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王
晓戈点评道。

现场还开展“百人百艺非遗献礼”传统技艺
作品展，采用沉浸式体验方式，让市民全方位体
验最具闽侯味的传统技艺优秀文化。值得一提
的是，主办方别出心裁，通过线上活动“我拍了
拍身边的非遗”短视频方式拍摄作品，弘扬传统
技艺非遗文化，让拥有传统技艺的“匠星”散发
光和热。 （通讯员 林鑫 欧阳栋栋 杜江）

闽侯技艺传承大赛进行线下决赛

本报讯 福州市 2021年人
才住房保障具体实施方案日前
制定。在房源筹集方面，2021
年第一批筹集安排 7261 套保
障性住房，其中租赁住房 5769

套（约 1.16万间），限价房 1492
套。租赁住房首年租金为市场
标准的 30%，限价商品房按市
场备案价的70%配售。

（本报记者）

首批7261套！
福州市2021年人才住房保障方案出炉

本报讯 6月 26日下午，厦
门市同安区莲花镇无界艺术馆
内喜气洋洋，一场以“尚贤礼才
近悦远来”为主题的厦门市同
安区“人才服务月”暨“百名人
才联百村”启动仪式正在进行。

同安区是厦门市农村面积
最大、农业占比最重、乡村人口
最多的区。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同安区立足打造乡村振兴
样板区，瞄准人才振兴，在乡土
人才引进、培养培育、产业拓展
和服务保障等方面下苦功、出
实招，打造更有温度的人才高
地，推动人才下乡，以人才集聚
按下乡村振兴的“加速键”。

“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
用服务留人，营造‘近者悦、远者
来’的人才生态。”启动仪式上，
同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柯志强
表示，本次“百名人才联百村”就
是这一理念最鲜活生动的实践，
他们将积极推动村居所需和人
才所能精准对接，村居吹哨和人
才报到无缝衔接，村居发展和人
才价值有效联接，把人才聚和事
业兴统一起来，助人才立千里之
志，让人才有用武之地，使人才
无后顾之忧。

本次活动还邀请同安区党
校科研室主任沈丽英老师进行
人才宣讲，引导激励广大扎根
乡村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
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把论文写在同安农村大地上。

作为本次活动的另一大重
头戏，现场还举办了“聚智汇
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人才
论坛。科技特派员代表、厦门
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总经理康英
德，返乡创业人才代表，军营白

交祠返乡青年创业联盟负责人
苏海亭，文化人才代表、珠光青
瓷省级非遗传承人庄友谊等 5
位人才代表，交流探讨如何发
挥个人专长助力乡村振兴。

这 5 名人才也正是“百名
人才联百村”的一个缩影。这
些来自同安区各行各业的骨干
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
液，激活乡村人才振兴的“一池
春水”。

“‘一村一才’全覆盖，更要
村居所需和人才所能精准对
接。”同安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为了摸清“家底”使
供需对接提质增效，该区全面
梳理 108 个村（含村改居）产
业、生态、文化、资源等现状，按
照尊重人才、组织统筹、发挥优
势、便于联系原则，鼓励引导各
类人才向乡村振兴一线流动。

此外，同安区还加强组织
部门、村居党组织和专家人才
三方联络协作，实行需求征集、
提供服务、沟通协调、评价反馈
机制，生成 6 类“人才服务项
目”，通过党建引领、项目攻关、
科技助力等多种措施助力乡村
振兴，做到村居吹哨和人才报
到无缝衔接，形成人才的“精准
滴灌”。

同安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百名人才联百村”将
持续深化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
制度措施，为人才干事创业和
实现价值提供机会条件，最大
限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促进
以才育才、以才兴村切实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

（通讯员 陈国仲）

乡村吹哨 人才报到
厦门市同安区“百名人才联百村”活动启动

2021年福建省首次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举行
通过统一认定人员将获得我省职业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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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社会化考
试、人才测评、管理咨询、研
修培训、经营管理人才评
价、人才背景调查以及福建
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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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业的社会化
考试服务。中心拥有专业
的社会化考试命题、面试专
家队伍和考务工作人员队
伍，建有社会化考试题库管
理系统、企事业单位公开招
考报名系统、面试评分系统
和面试抽签系统，拥有先进
的无纸化考试技术，承接省
内外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委托的招考命题出卷
阅卷、笔试面试考务组织实
施等项目。

二、提供科学的人才测
评服务。中心拥有科学、专
业、实用的PC端、手机端人
才测评系统和一支专业的
测评专家队伍，具有丰富的
人才测评服务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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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测评与专家工作坊服
务。测评业务涵盖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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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盘点、培训
提升等，单位员工或个人心
理健康、个性性格测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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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等。开展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评价与人才背景调
查服务。

三、提供个性的管理咨
询服务。中心拥有一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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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订制的经营管
理研修。中心整合省内外经
营、管理、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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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党政有
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委托，
组织或承办中高级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研修、企业家人才
专题研修、职业经理人培训
研修等，致力于培育优秀企
业经营管理者，提升企业经
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五、提供统一的职业技
能认定服务。中心负责福
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
统一认定的组织安排工作，
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试卷、
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书核
发的工作方式组织实施统
一认定。目前，统一认定的
职业（工种）范围：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
员、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
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电子
商务师、物流服务师、采购
员、营销员、物业管理员、房
地产策划师、客户服务管理
员、职业指导员、创业指导
师、会展设计师、广告设计
师、室内装饰设计师等17个
职业及其所属工种。

联系方式：
1.考试服务咨询电话：

0591-87383113、88208224；
2.人才测评、背景调查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6；

3.管理咨询、研修培训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91-87383141；

4.职业技能认定服务
咨询电话：0591-87383141、
87383162。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软件大

道89号福州软件园F区7#
楼13层（邮编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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