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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面向台湾同胞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本报讯 日前，省人社厅印发通知提
出，面向台湾同胞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符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的
台湾同胞，可向全省人社部门公布的各级
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申请评价，评
价合格后由相应评价机构核发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台

湾同胞纳入我省技能人才统计范围，并按
规定申请职业培训补贴。
评 价 机 构 可 直 接 采 认 车 床 、铣 床 、
美容等 20 个职业的台湾地区职业技能
资 格 ，并 按 照《福 建 省 直 接 采 认 台 湾 地
区职业技能资格目录》核发相应职业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经 采 认 的 车 床、铣 床、美

容等 20 个职业台湾地区技术士证书可
作为在全省参加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的申报条件。有条件的评价机构可
选择部分条件成熟的职业，以线上考核
等方式为台湾同胞提供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服务。
（记者 张寅）

福建省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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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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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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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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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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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全市 576 名选手技能大比拼
本报讯 7 月 15 日是“世界青年技能
日”，龙岩市在全省各设区市率先举办市
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当天，龙岩市第一
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龙岩技师学院第二校
区举行，龙岩市委书记李建成发来贺信向
大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参赛选
手和广大技能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大赛以“新青年、新技能、新梦想”为
主题，共设 12 个比赛项目，其中龙岩技师
学院赛区 9 项，分别为钳工、电工、铣工、

消防设施操作员、汽车维修工、茶艺师、美
容师、家政服务员、西式面点师；上杭赛区
3 项，分别为钢筋工、砌筑工、焊工。全市
7 个县（市、区）代表队共 576 名选手参赛，
设置职工（教师）组、技工院校学生组 2 个
竞赛组别。
近年来，龙岩市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该市创新推出职业培训券，做法得到

人社部肯定、在全国推广，试点建设我省
首个工业园区标准化职业技能提升中心，
得到分管省领导充分肯定并全省推广。
技能竞赛成绩突出、位居全省前列，龙岩
技师学院即将成为全省首个技工“万人
校”。近 5 年来，该市先后承办省级以上
竞赛 20 余场次，203 人次获国家、省级竞
赛奖项，形成了一支规模日益壮大、结构
日益优化、素质逐步提高的高技能人才队
伍。
（通讯员 邱小尧）

全省社保经办服务
“好差评”系统计划上线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获悉， 保险经办服务“好差评”管理系统建设。 行等工作。
省社保中心计划本月面向全省各级社保
截至目前，省社保中心已完成省政务服务
试 运 行 期 间 ，省 本 级 经 办 服 务 窗
经办机构，正式上线运行“福建省社会保 “好差评”管理系统、金保二期社会保险业
口 、福 州 市 社 保 中 心 经 办 服 务 窗 口 生
险经办服务好差评管理系统”，提升全省
务平台、
“好差评”评价设备的数据接口对
成、上传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系统
社保经办机构服务水平。
接、省本级“好差评”设备采购安装，以及 “好差评”评价信息 7000 多条，总体运行
今年年初，省社保中心按照“规范、统
省本级经办服务窗口、福州市社保中心经
情况平稳。
一、便捷”的建设思路，加快推进全省社会
办服务窗口两个点的“好差评”系统试运
（记者 张寅）

（上接 1 版）海外人才是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这位
负责人说，
近年来，
省人社厅会同有关部
门不断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着力培
育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创业平台，组织实
施人才创业周、
海外高层次人才福建行、
海外留学人员福建创业项目竞赛等活
动，不断吸引海外人才携带项目来闽创
新创业。为缓解人才创业启动资金难
题，省人社组织开展留学人员来闽创业
启动支持计划，累计遴选 116 个创业项
目、
资助资金2850万元；
开展互联网经济

优秀人才创业启动支持工作，累计遴选 “在创业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
120 个项目、
资助资金 5810 万元。此外， 如资金短缺，省人社厅给予我很大支
在创业培训、创业辅导和投融资对接等
持，指导我申报留学人员来闽创业启动
方面帮助海外人才提升创业创新能力。
支持计划和互联网经济优秀人才创业
好的人才政策可以吸引优秀的人
启动支持项目并给予创业支持资金，推
才扎根福建。高钦泉在海外学习期间， 荐为人社部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
就在思考回国后的创业计划。在广撒
创业企业，邀请参加‘福建人才创业周’
网式搜索国内相关省市政策的时候，他 ‘海归英才八闽行’等活动，宣传推介我
了解到家乡福建有很好的人才支持政
们的创业项目，帮助对接基层产业需
策。2014 年，高钦泉参加海外留学人
求，为我们提供了专业、热情的服务。”
员福建创业项目竞赛并获得二等奖。 高钦泉谈了他的真切感受。
2016 年 ，他 在 福 州 创 办 了 帝 视 科 技 。
（记者 张华元）

邮箱：hxrcbzy@126.com

综合

让医院自己把控员工数
安溪首创县级公立医院编制备案管理
本报讯 受编制总量控制所限，县级
公立医院编制调整无法按照“床编比”给
予动态核定。2018 年底，安溪县在泉州
市率先推出《县级公立医院人员控制总
量备案管理意见》，解决县级公立医院
“无编可用”问题。两年多来，安溪总量
备案管理激活“一池春水”，实现了公立
医院、医技人才、人民群众三方受益。
按照《意见》，安溪针对县医院、中医
院、妇幼保健院、第三医院等四所县级公
立医院实施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备
案制实施前的事业人员保持身份不变，
根
据这些
“老人”
自然减员情况，
空余编制分
期分批收回，
最后完全
“去编化”
。新招聘
人员不再使用事业编制，
但在薪酬待遇等
方面与在编事业人员
“同工同酬”
。
“备案制的主旨是让医院自己把控
员工数，实现‘量体裁衣’，给予医院足够
的自主决定权。”县委编办主任郑紫文介
绍道，总量备案管理实行动态调整，两年
备案一次，
“ 能开多大的店，就配多少员
工”，只要符合发展需要，编制部门、人社
部门和卫生主管部门就全力支持。截至
目前，全县 4 家公立医院实施备案管理
后，共招聘、引进 257 名专业技术人员。

医院在用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
权，招聘人员不再受事业编制限制，而是
在控制总量内自主公开招聘。
“以前每年
只能参加一次全省事业单位统考招聘，
现在一年里可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分
多批自主招聘。”安溪县医院院长陈鑫坛
感触极深。
为配合备案制管理实施，安溪县财
政每年专门下拨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奖
补“柔性引进的一、二、三层次人才”、
“全
职引进的紧缺急需人才”、
“ 全职引进的
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此举带来了
县级公立医院人才招聘的“两个首次突
破，一个大幅增加”，即首次突破全职引
进高层次医学人才难题，首次突破博士
毕业高学历人才引进难题，硕士医学毕
业生招聘大幅增加。
安溪县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吴李
勇就是该院精准引进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之一。此前他就职于宁德市闽东医院，
去年 1 月底入职安溪县医院。来到安溪
后，吴李勇大力开展脊柱一系列高难度
手术，促进了医院骨科二级学科发展，填
补了安溪县脊柱外科多项技术空白。
（通讯员 郭锦峰）

迎接世遗大会 讲好福州故事

闽清古厝举办讲解员职工技能竞赛
本报讯 近日，
“ 庆建党百年 迎世遗
大会 福州市职工示范性劳动竞赛第四届
讲解员竞赛决赛”在闽清县坂东镇宏琳
厝举办，决赛为期 2 天，28 名来自福州市
各行业讲解员争相角逐。
决赛现场，选手们大展身手，绘声绘
色地讲述各地的名胜古迹，令在场观众
大饱耳福，掌声不绝。评委们根据讲解
内容、讲解技巧、口头语言表达等方面评

分，评选出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
等奖 13 名。来自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的
讲解员戴慧 获得总分第一。
“作为讲解员队伍的
‘新兵’
，
我很荣幸
能有机会代表单位参加比赛。正值建党
100 周年，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
我将坚守
文旅人的初心，
讲活古厝故事，
讲好福州故
事，
让八方来客了解福州、
热爱福州。
”
戴慧
说道。
（通讯员 邱麟 俞美燕）

茶业电商直播基地入驻福鼎市双创中心
本报讯 近日，福鼎市茶业电商直播
基地正式入驻福鼎市双创中心。这是宁
德市首家茶业电商服务平台，集培训孵
化、共享办公、茶学空间、电商服务为一
体的综合型人才孵化共享平台。
“茶业电商直播基地入驻双创中心，
将为电商从业者和大学生创业者打造优
质的共享空间。”福鼎市茶业电商直播基
地负责人蔡明明介绍，除了为入驻企业
提供共享场所，基地还提供专业直播人
才培养、输送和运营辅导，助力企业资源
融合和发展升级。
入驻仪式上，福建省馥益堂茶产业
有限公司、福鼎市多采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福鼎星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先
后与直播基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
直播基地首批战略合作企业。
“我们企业针对年轻人开发茶相关
产品，直播主要面对年轻群体，因此我们

的营销思路和直播带货模式不谋而合。”
福鼎市多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马晶表示，希望通过战略合作，借助基
地吸收更多的直播专业人才，从而更好
地贴合年轻受众，
“ 我相信，通过直播带
货，福鼎白茶产业将实现进一步发展。
”
福鼎市双创中心主任钟利晖同样看
好未来发展。
“目前来看，直播伴随‘互联
网+’，在各行业的渗透及应用已越发广
泛，相信茶业电商直播基地的成立，将能
带动并助力福鼎市电商行业提档升级。”
钟利晖说道。
据悉，
福鼎市茶业电商直播基地一期
规划面积 1200 平方米，设有共享直播间、
共享茶室、共享办公区、共享审评区等多
个功能区域。二期将打造 5G 直播基地，
占地约 1000 平方米，预设有 30～50 个直
播间，致力打造自主健康、具有福鼎属性
特色的直播基地。
（通讯员 池荣龙）

浦城招聘小分队上门送岗位
本报讯 打工不用去远方，家旁也有
好工厂。连日来，浦城县人社局结合“百
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现场招聘活
动，利用乡镇赶圩等机会，与工业园区企
业有关人员组成招聘小分队，走进千家
万户宣讲就业创业政策，上门送信息、送
服务、送岗位，帮助村民就业增收。
活动现场，招聘小分队发放企业用
工需求表、企业招工简章、就业优惠政策
宣传单等资料，提供就业创业政策、职业
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等咨询服务。队员
们还深入街道、乡村和群众家中，开展就

业帮扶、政策宣讲、岗位推荐，鼓励引导
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我今年 47 岁，没有什么特别的技
术，能找到工作吗？”在厦门打工十几年，
返乡打算在浦城找工作的仙阳镇居民老
李询问道。小分队队员王宇昊为其详细
介绍了县工业园区企业相关就业岗位，
很快帮助他落实了待遇不错的工作。
截至目前，送岗位活动已帮助群众
咨询就业岗位 2000 余人次，达成就业意
向 100 余人。
（通讯员 林谋寿 王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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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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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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