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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载体平台类
1.产品名称：好福兜

所属单位：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好福兜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海

峡人力云”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信息平台打造的一站

式全场景福利平台，为企业员工提供高度自有的福

利线上消费方式和可靠实惠的福利商品，帮助企业

客户实现福利个性化、弹性化、丰富化。好福兜为用

户提供智能化操作系统和便捷的员工兑换终端，适

用于各类员工福利、灵活用工支付、餐卡余额消费等

服务场景。

2.产品名称：EMP企业数字化平台

所属单位：福建福讯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为企业提供信息化管理与人力资源协

同管理解决方案。根据业务范围和应用对象的不同，

划分为权限管理系统、外包管理系统、任务督办系统、

业务跟进系统、知识库系统、人才招聘和财务合同等

一系列产品，各产品之间相互独立，信息高度共享，帮

助企业优化产业资源，提升管理水平。

3.产品名称：职多薪

所属单位：福建宏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提供招应聘、企业事务外包以及与之

相关的人力资源和企业事务管理方面的产品和服务，

包括职业/职位价值生态圈、“职多薪”HR工作事务

管理系统、“职多薪”个人APP、“职多薪”微信公众平

台及人力学院、“职多薪”合作推广系统、“职多薪”官

网。

4.产品名称：“人力资源网上超市”与“电子培训券”

所属单位：龙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产品简介：引入智能客服，提供精准匹配推荐等

智慧服务；通过手机摇一摇，结合GPS定位和岗位地

图，随时随地寻找身边的岗位信息；创新全国首个代

金券（有价券）模式，构建新的资金流程和新的业务模

式，规范市场培训机构资金流程和业务模式；构建培

训业务规则引擎，实现培训业务全流程规则化，风险

规则化；以人脸识别+区块链为主要技术加密基础，

以精准监管，数字化管理，全程智能审核，通过培训券

方式，将繁杂的培训审批过程规则化、数据化，建成以

社保卡为载体的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电子档案。

5.产品名称：榕才通

所属单位：福州市人才发展集团

产品简介：为用人单位和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劳

资纠纷调解等免费咨询，千家优质企业+省内外百所

高校资源共享，人才简历精准推荐+职场性格测评报

告三大服务体系。

6.产品名称：两岸金桥

所属单位：福建两岸金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两岸金桥是一家专业从事于两岸人力

资源交流培训的台资企业，与台湾行业领先的人力资

源公司、教育培训机构、知名高校、行业公协会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岸金桥”APP是福建省首个由省

人社厅授权开展台湾居民职业资格、职业等级鉴定考

试的移动互联网入口，是一款专门为台胞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考试鉴定、就业信息、创业项目聚合的专业功

能性平台。

7.产品名称：晋爱人才

所属单位：福建省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晋爱人才是晋江人力资本公司搭建的

一体化集成服务小程序，是晋江全市人才驿站的信息

承载窗口，为全市人才提供综合型、行业型、专业型、

窗口型等多种类型服务。

8.产品名称：石狮市青年商会

所属单位：石狮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产品简介：通过请进来教、走出去学、学习沙龙、

积分奖励、智慧谷线上课程、聚能谷交流社、高层次人

才交流会等形式，打造抱团学习的平台，培养高素质

青年企业家队伍。

9.产品名称：“智汇晋安”人才驿站

所属单位：福州市晋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产品简介：“智汇晋安”人才驿站是福州市首家以

政府为主导的综合型人才驿站，是集人才综合服务中

心、信息共享中心、交流活动中心、生态展示中心、引

育孵化中心为一体的人才服务平台，被评为福建省首

批10家省级人才驿站示范站。

10.产品名称：台陆通

所属单位：福建新通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台胞台企提供7×
24小时综合服务，台胞不需要来大陆即可以办理各种

事务，推动海峡两岸产业经济联动和同等待遇落细落

实，实现两岸融合数字化升级。

二、人才培训&测评类
11.产品名称：TPES精准选才快筛云

所属单位：合不合（厦门）网络科技公司

产品简介：快筛云服务系统是一套企业快速精准

筛选人才的工具。面试前只要在后台一键设定岗位

胜任力标准，引导应聘候选人上云测试，即刻就能收

到一份完整的可聘用度报告及面试指南、聘用注意事

项，帮助企业更精准高效选才。

12.产品名称：AI人才盘点云

所属单位：合不合（厦门）网络科技公司

产品简介：AI人才盘点云服务系统是一个基于

企业员工素质测评的人才盘点专家智能系统，一次测

评即可为企业提供个人素质报告、人岗匹配度报告、

上下级匹配度报告、部门综合匹配度和企业活力指数

报告等多方位应用，报告简单、易懂，方便企业随时引

进，随时把握企业的人才存量和人才使用效能。

13.产品名称：德文人才苗圃

所属单位：福建德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德文人才苗圃链接企业、院校及苗圃

学员，以企业岗位任职要求、职业素养及实践技能为

导向，通过岗位模拟实践、职业素养训练及职业技能

认证培训等方式，为应届毕业生打通毕业到就业的最

后一公里路，缩短学生与企业之间的磨合期，提升企

业人才留任率。

14.产品名称：德朴HR

所属单位：德朴智慧（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通过智适应系统，权威测评报告强化

人才简历属性，刻画人才履职能力，智能推荐工作职

位，告别繁琐的简历投递。

15.产品名称：小码学堂

所属单位：厦门市秦商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小码学堂是采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场

景化、游戏化为一体的新型学习平台，包括场景思维、

智推大脑、运营黑匣子三大模块。场景思维具有融入

虚拟场景、数据可视化分析功能，智推大脑具有知识

图谱、优客推送、因材施教功能，运营黑匣子具有任务

助手、任务插件、拖拽流程等功能。

16.产品名称：师达人

所属单位：厦门市企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全面覆盖线下脱岗培训、在岗师带徒

和线上移动学习三大学习场景，以“4D组织经验萃

取”为基底，打造“人才培养三剑客”——内训师、导

师、微课开发师，协同构建企业学习生态。

17.产品名称：菜鸟混职场

所属单位：厦门市企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菜鸟混职场是一个专注提升职场思维

和分享职场技能的知识 IP产品，以动漫 IP为载体，用

轻松好玩的呈现方式对职场情景进行解读，让职场新

人在欢乐中把知识带走。

18.产品名称：好啦测评

所属单位：罗课（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帮助企业选对人才，放对位置，激发潜

能，创造价值；帮助人才认知自我，挖掘优势，匹配职

业发展路径。通过人才画像的颗粒化、评价内容的多

元化、评价工具的精准化、人才信息的数字化，实现人

力资本效能的最大化。

19.产品名称：大同学堂-HR数智化总监特训营

所属单位：厦门同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搭建企业高管、专业 HR 的经验交

流和互助学习平台，规划 HR 数智化总监特训营，

围绕HR的三项核心战略职能绩效发展、人才发展

和组织发展，结合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发展需要，

开发形成全新的数智化HR总监的课程体系，帮助

企业及HR建立战略思维、提升运营管理与数智化

实战能力。

20.产品名称：虚拟仿真教学培训

所属单位：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将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

技术AR、混合现实MR与教学相融合，为学员创设接

近真实产业的学习环境，将虚拟仿真与实景空间相结

合，将抽象概念具象化，为学员提供可交互、沉浸式的

三维学习环境。

21.产品名称：MBA智库

所属单位：厦门众智创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根据不同阶段管理者的不同能力需求

及胜任力模型，推出了初、中、高三阶管理者成长方

案，满足企业对不同层级管理者的培养需求，助力企

业提升整体管理实力。

22.产品名称：职行力

所属单位：厦门职行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以大数据、云计算、AI等领先技术，结

合企业数字化赋能和人效增长场景，提供企业在线学

习、知识运营平台、行业化赋能软件、意愿度提升一体

化智能运营平台，提升企业全体员工能力、执行力、意

愿度的智能运营。

23.产品名称：数谷教育

所属单位：麦斯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通过布局人力资源管理、建筑工程、通

信网络、医护健康、现代服务领域，以职业技能工种为

基础，打造常态化的通用工种培训和定制化的特色工

种培训体系，实现“以训代招”。

24.产品名称：VR消防安全教育整体解决方案

所属单位：网龙网络控股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深度挖掘消防安全教育本质，构建体

系化内容课件，将虚拟现实（VR）技术与消防防火、灭

火、逃生技能演练相融合，集VR终端、应用系统、内

容于一体，为消防主管部门、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从业

人员及民众，打造高度开放、可交互、参与性高的情景

式学习演练环境。

三、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务类
25.产品名称：新通建筑劳务实名制管理系统

所属单位：福建省建设人力资源集团股份公司

产品简介：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人证识别技术、

实名考勤、算薪计薪等方式，在云端、移动端、现场端

开展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从源头化解工人欠薪闹

薪，加强项目现场作业工人的身份信息管理、从业履

历评价管理和诚信评价管理。

26.产品名称：电子签章系统

所属单位：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中心

产品简介：运用CA电子签章、人脸识别、身份认

证等技术，为流动人员提供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协

议签署、异地委托业务办理、网上开具电子档案证明

（六类证明）、职称申报承诺书签署、档案资料查借阅

网上预约等远程电子化服务。

27.产品名称：职称评审网上申报系统

所属单位：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中心

产品简介：申评人员通过网上申报，职称评审服

务工作人员进行线上远程审核和指导，避免参评人员

多次往返；结合网上预约，进行现场纸质资料审核，完

成职称申报。评审环节实现网上评议、投票表决、投

票统计、评审结果分析，整个申报、审核、受理、评审等

流程实现信息化和业务留痕。

28.产品名称：夏谷HR软件

所属单位：厦门夏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为客户提供三位一体的HCM综合服

务，包括数字化平台、顾问咨询和实施落地服务；提供

核心人力、小谷HR服务平台、人才发展方案、小谷学

堂等解决方案。

29.产品名称：产业人才地图服务平台

所属单位：政信云（福州）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以产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专业和岗位

需求为指引，全面收罗对应专业和对应岗位的各类院

校，通过产业人才供给数据库形成产业人才供给地

图，展示产业人才在全国院校相关专业人数及产业园

区、实验室、研究所、基地等在全国分布情况，通过便

捷化检索功能，实现产业人才供给精准导航，为实现

更为精准引才、精准施策提供支撑。

30.产品名称：科技企业人才服务平台

所属单位：政信云（福州）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科技企业人才服务平台包括“榕智汇”

福州人才智慧服务平台、福州市“榕科创”智慧管理平

台等。“榕智汇”提供人才工作成效可视化展示功能，

通过一屏展示福州引进人才工作分布情况、人才引进

工作成效、“福榕 500”人才跟踪、人才对接活动、企业

人才需求及人才服务体系等，展示福州人才总体情

况，把握人才工作动态。“榕科创”智慧管理平台通过

建设智能大屏端、手机移动双端口，展示福州市高新

技术企业、孵化器等分布情况、指标动态，可视化分析

福州各县市区科技企业的发展态势情况，并提供相关

平台服务、人才智库、企业地图等主体功能。

31.产品名称：“好年华 聚福州”游学活动平台

所属单位：政信云（福州）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好年华 聚福州”游学活动平台建设

内容以小程序开发为主，同步开发后台管理端和核销

端，建设围绕社会实践、观光旅游、政策智配、个人中

心、后台数据建设等内容。

32.产品名称：淘才云

所属单位：福建淘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智能化招聘管理系

统及解决方案，将信息技术、AI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相结合，推动企业招聘效能提升信息化全链条提供解

决方案。淘才云主要有“淘才云CMS”“淘才直播”

“淘才招聘会”等移动客户端应用产品。

33.产品名称：锦1位

所属单位：福建锦壹位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锦 1 位是一款集职场多个身份为一

体的服务型 APP。作为创业者能够查看员工的考

勤记录，让创业者高效管理员工。作为求职者可以

在APP上做性格测试，能更好地匹配到最适合自己

的工作。企业可以发布悬赏职位，由用户自荐或推

荐候选人，若面试合格入职，推荐或自荐的用户将

获得赏金。

34.产品名称：千千寻灵活用工共享云

所属单位：福州安博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为有灵活用工需求的企业提供招聘/
任务共享、薪税优化、结算发放、查账对账、开票报税

等一站式发佣报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寻人寻才寻团

队，降低用工成本，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合法合规抵税

减费。以千千寻共享云为媒介，自由职业者或斜杠青

年可以共享时间、技术给企业，为企业创造收益，尽其

才增加收入。

四、人才招聘&猎头类
35.产品名称：六度伯乐SAAS平台

所属单位：麦斯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六度伯乐SAAS平台是一款集合灵工、

求职、高端人才猎聘、培训等服务的综合性人力资源

服务平台，实现用工线上化，解决招工难和找工作难

“双难”局面。通过“灵活用工”或“共享员工”模式，让

企业与劳动力的链接变得简单、快捷。

36.产品名称：小码速聘

所属单位：厦门市秦商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小码速聘是国内领先的 IT垂直领域

的科技人才招聘服务平台，采用AI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作为产品的技术选型，专门解决 IT
高端岗位求职和用工的需求。

37.产品名称：雇得安

所属单位：厦门雇得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基于大数据分析与人才素质模型研

究，通过向企业客户提供信息化服务，以 360度核查

验证及人才素质模型应用为核心，帮助企业客户构建

人才雇佣风险防火墙，建设诚信职场。

五、人力资源派遣&外包类
38.产品名称：海峡众包

所属单位：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海峡众包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

“海峡人力云”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信息平台打造的

一站式灵活众包平台。灵活众包是企业将业务（任

务）分包给自由职业者承揽的业务模式。平台为自

由职业者提供结算、报税、完税、任务众包的一站式

平台服务，帮助客户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综合效率，

实现合规经营发展。服务流程依次为：梳理企业用

工形式，匹配灵活众包场景，双方企业签订业务（任

务）外包协议；客户企业在线进行派单，发布任务信

息；自由职业者在“海派灵工”小程序上注册认证，

在线进行签约接单；客户企业在线对任务成果进行

验收并付款；自由职业者在线确认收款，提高发放

效率。

39.产品名称：IT众包

所属单位：福建福讯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IT众包平台是一个面向群众的软件

外包服务平台，打造与经营节奏相适配的服务产品及

方案，提供在线的项目管理与人员管理服务，提高软

件交付效率，保障需求方和开发者权益。

40.产品名称：螺丝钉接单

所属单位：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晋江工作部

产品简介：“螺丝钉接单”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应用

的“海峡云任务”系统，是一个集任务发布、任务接单、

任务进度可视化、任务审核、任务结算等功能为一体

的线上派单接单综合系统，为医院、护工、家属（病患）

解决护工外包管理的全流程服务需求。对于雇主来

说，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放在“螺丝钉接单”上，可以寻

找到能力精准匹配的护工对接服务，而医院作为监

督，让整个平台良性循环。

六、管理咨询类
41.产品名称：S-OTC 战略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咨询

所属单位：厦门同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针对成长型企业经营管理特点，同博

总结形成企业战略、组织、人才与文化一体化的HR
体系机制系统解决方案，引导企业建设战略聚合、价

值寤合、人才搿合、文化谐合的HR体系机制，塑造

“组织与人才共赢发展”企业，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打造企业人才护城河。

42.产品名称：绩效赢（PW）

所属单位：厦门同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绩效赢”（PW）是一款基于发展思维

的战略绩效管理云服务 SAAS应用平台，主要功能包

括管理绩效功能、沟通激励功能、数据赋能功能、知识

传承功能及其他拓展功能。

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

“福建馆”创新产品区展示内容一览
编者按：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大会设立的“福建馆”举办福建发展成

果展，重点展示我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的总体情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该馆设定

四个展区，其中的创新产品区展示近年来

我省人力资源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新业态的典型创新服务产品。现选取

部分创新服务产品予以简要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