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2021年年99月月1515日日
责编责编：：张寅张寅 邮箱邮箱：：hxrcbzy@hxrcbzy@126126.com.com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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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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更好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人
才支撑，近日，在晋江市农业农村
局指导支持下，福建省前沿职业培
训学校承办了为期 2 天的晋江市
2021年第一期高素质农民蔬菜栽
培技术培训班（如右图）。

培训班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
操作相结合、注重实训的方式开展
教学。课堂有多媒体教学、老师面
授、老师答疑、学员交流等形式。

本次培训主题主要围绕蔬菜
病虫害六大要点进行详细解说，前
沿学校邀请本地农业专家对学员

开展指导授课。
蔬菜种植在晋江农业领域已

形成一定规模与产业特色。授课
专家根据蔬菜种植产业特点和专
业技能要求，采取“分段式”、“集中
式”、“分散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培训、实训和跟踪服务。授课专家
对学员们提出的各类问题进行详
细讲解，指导他们从源头解决问
题，为学员们提升种植品质、提高
种植积极性和增添信心提供很好
帮助。

本次培训班的举办是晋江市
农业部门在 2021年实施乡村振兴
工作与农村人才培养工作的又一
具体落地举措。（通讯员 陈炳艺）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三农人才培养

晋江举办高素质农民蔬菜栽培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 近年来，福州市晋安区聚焦台胞台企
登陆第一家园建设，融合两岸社工经验，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机制，建成全国首家两岸社工创新中心、
福建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基地，全面建成乡镇（街
道）社工站，引培了“信任社工”、“福悦社工”等服务
社会基层的各类社会组织、自组织800家，培育持证
社工480人，持证人数居全市前列。同时，创新培育
社工人才，涌现出“闽都英才”林钦燕和“中国最美
社工”张洁等优秀典型，有力推动社区治理的精细
化和专业化水平提升。

融合台湾融合台湾““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发展协会””经验经验
着力完善社工机构网络建设着力完善社工机构网络建设

“我们通过打造两岸‘基地+智库’社工中心、设
立乡镇（街道）‘机构+专人’社工站、激活村（居）‘近
邻+末梢’社工室等系列举措，着力完善社工机构网
络建设。”晋安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打造两岸社工中心方面，该区设立“社工名师
工作室”，汇聚两岸专业社会组织 47家、社工名师
21人，组建了台湾社区营造师、慈善助老、社工志愿
者、社区心理咨询“四大专业群”，共举办社工集市、
社工论坛22期，参与社工达2000人次，发布社区治
理相关论文20多篇。

设立乡镇（街道）社工站方面，辖区内 9个乡镇
（街道）采用“一家专业社工机构+N名协理员+本社
区持证社工”方式设立，整合省、市、区各级扶持资
金 209万元，用于乡镇社工站的建设、运营，并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目前已形成
总数达500人的专业社工队伍。

激活村（居）社工室方面，该区直面群众需求，
以实现“近邻”服务为宗旨，统一培训、吸纳、管理
480名分布在不同村（居）的持证社工，因地制宜打
造“村童妈妈聚乐部”、“邻家茶馆”等特色社工服务
项目，同时采用设立楼栋长、梯位长协会等社区自
组织方式，零距离服务本社区居民。

融合台湾融合台湾““志工队伍志工队伍””经验经验
推进社工队伍转型升级推进社工队伍转型升级

实施“引培+交流”理念转型工程。晋安区每年
组织台生赴社区参加暑期夏令营，常态化开展“平
行式讲谈”、“周二有约”、“云视频”参访台湾社造点
等两岸社区交流活动60余场次，加深两岸社区在治
理理念、经验上的互通共鸣、有机融合，其中台湾资

深专业人员吴正隆、唐国泰、吴旭平等成为晋安区

永久志愿社工。

同时实施“孵化+创新”人才优化工程。高位

“嫁接”中国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福建海峡非营

利社会组织等多家 5A级、社会信誉好的社工机构
扎根晋安，通过跟班学习、陪护指导等方式，孵化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前洋村基层妇女组

织姐妹“爱心坊”等优秀社会组织。

此外，还实施“陪护+指导”项目提升工程。

强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治理理念的双向

融合，精心挑选 16 个资源禀赋各异、城乡差异万

千的试点社区，由两岸治理专家带领社工、居民

一起谋划治理项目，推动落地实施。相继完成了

茶园街道电建小区、象园街道连辉社区小公园等

微景观改造；建成了全省首家社区“乐龄学习中

心”，打造石牌“乡村大舞台”、新秀社区“我家小

院”、电建社区“梯位长协会”等一批融合两岸特

色的社区治理品牌项目。

融合台湾融合台湾““社工专精社工专精””理念理念
提升社工服务能力建设提升社工服务能力建设

“在社工服务能力建设中，我们积极探索‘资

金+服务’模式，发挥社工专业服务优势，全面完善

暖心的标准考核体系。”该负责人指出，这一提升过

程离不开对台湾“社工专精”理念的借鉴融合。

服务模式方面，该区向专业社工机构购买专项

服务，为全区 5644 名特定困

难老年人开展实体服务 11176
人次，服务金额达 514万元；依

托“省心理援助协会”，为社区居

民提供公益性心理咨询、危机干预

等援助服务 460人次；为“失独”老人

开展暖心活动，服务对象达 470人次，实

现了困难群众物质保障与精神需求并重的转

变。

发挥社工在扶老助幼、关注特殊弱势群体等方

面的专业优势，委托9家专业社工机构，采取逐户摸

排方式，为低收入群体中的重病、重残、困境儿童等

特殊困难群体，共计 7800人建档，为精准分类救助

提供依据；发挥“村童妈妈聚乐部”长期关注、关爱、

帮扶弱势群体作用，为困境弱势妇女提供继续教

育、心理辅导、技能培训等交流活动，惠及妇女儿童

3万余人次。

同时完善考核体系，委托中国恩派公益组织发

展中心对社工服务项目进行全流程督导评估。在

实施前，组织专家、区直部门、镇街参与项目评审，

共同筛选优秀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接社工站工作，制

定细致的服务标准和流程；在实施中，对项目开展

情况介入跟踪监测；在项目终期评估时，将群众满

意度、好评率作为重要评价依据，通过入户访谈、发

放问卷、项目路演等方式开展综合考评，推动社工

服务项目真正做到惠民利民。 （通讯员 陈舒 ）

本报讯 创鑫产业园自去年 8月在泉州市鲤城
区设立以来，按照“政府扶持引导、校企合作共建、
市场主体运营”模式，汇集大数据、物联网、短视频
直播、电商教育创投等科技文化新业态，打造“无边
界”科创综合体，让创新创业活力迸发。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 共享创业机会共享创业机会

走进创鑫产业园，只见大学生共享创业工位上，几
名大学生有序工作着。除了设置30个大学生共享创业
工位，创鑫产业园还设置共享会议室、专属车位等。

“创鑫产业园紧邻鲤城区内的两所高校——泉
州经贸学院、泉州软件学院，因此，园区注重加强校
企合作共建，创新管理模式，为在校大学生构筑开
放式创新空间和共享技术平台，形成集约紧凑、功
能互补、结构完善的创新、创业、创税型产业集群。”
创鑫产业园园长黄尊兰介绍，除了在校大学生，园
区也为退伍军人及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便利。

打造开放式创新空间的同时，创鑫产业园还提
供约 1000平方米的空间，交付泉州经贸学院作为

“大学生创客空间”，由学院和院团委、学生会自由
发挥学生创业功能。

“为深化产教融合，产业园建立了一体化的学

生实践平台，为经贸学院汽车应用技术、电子商务、
会计金融与证券、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等专业学生
提供实操机会，让学生在校门口就能获得实践机
会。”创鑫产业园合伙人黄印水介绍。

目前，创鑫产业园已入驻齐论教育、齐越创投、
诺鑫财税、易电科技等70多家优质双创企业，为不同
专业的大学生实践实训提供载体。据不完全统计，
园区已为上千人次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及勤工
俭学等实践服务，推荐数百名毕业生实现就业。

激发活力激发活力 提供创业载体提供创业载体

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创鑫产业园引入
泉州齐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创业者提供更加丰
富的创业服务载体。

“我们与合伙人共同投资注册公司，提供办公场
地、桌椅、办公耗材、水电等支持，同时提供人力资源、
行政后勤、专业运营技术团队、财务会计等全方位服
务，盈亏由双方共担。”齐越创投负责人李文生说道。

走进园区 3楼的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只见休
息室、茶水室、会议室、临时仓等办公配套设施完
善，200多个工位分坐着 28个创业团队的上百名员
工。戴季龙的团队就是其中之一。去年 9月，大学

毕业的戴季龙选择与齐越创投合作创业。
“这种模式可以降低我们创业初期的基本支

出，减轻初创压力和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戴季
龙表示，经过近一年的运营，双方合作项目存活，月
利润由合作之初的1万至2万元，增长为如今的3万
至5万元。

除了承担创业初期的固定成本，齐越创投还为
合伙人提供运营技术、供应链整合、资金帮扶等支
持，围绕创业不同时期需求完善孵化机制，打造孵
化培育生态链。目前，齐越创投已孵化成型电商项
目 28个，单个项目产值超亿元。“根据战略规划，到
2025年，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泉州产业带优势，输出
300个创业项目，打造30个千万级品牌，推动百人创
业千人就业，促进本地产业带电商化。”李文生说。

机制的创新，激发了园区发展活力。设立一年
来，创鑫产业园累计为地方经济贡献1300多万元税
收，2021年预计可新增纳税2000万元以上。

“下阶段，园区将着力构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
务体系，进一步抢抓 5G通信、线上教育、人工智能
等新经济业态发展机遇，吸引一批优质企业入驻，
努力打造区域创新创业聚集地。”黄尊兰表示。

（通讯员 吴睿鑫）

泉州鲤城区设立创鑫产业园

为创新创业培植沃土

融合两岸经验 构建社区治理“晋安模式”

福州晋安区创新培育社工人才

集美区高校产业技术联盟走进名企
推动实现企业招才、地方留才的良性循环

本报讯 连日来，厦门集美区高校产业技术联盟组
织联盟老师开展“走进名企”系列活动，强化校企人才
合作，促进高校人才向企业生产一线流动。

活动首站来到建霖集团，企业相关负责人带领教
师参观办公环境、众创空间、自动化生产线、智能电子
生产线、净水生产线等场所，详细介绍公司发展状况、
企业理念、智能制造装备设计等。

随后，集美区委组织部、集美文教区管委会、集美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与建霖集团公司高管、参观教师
等 40余人展开座谈。企业代表深入介绍公司智能电
子、智能制造现况，以及技术、人才战略需求，并围绕智
能制造产业如何助力制造业发展，与参会教师在人才
培养、实习培训、技术合作、产学研合作等方面进行深
入交流。

“此次活动让教师对辖区企业有了更直观、更清晰
的了解，有利于帮助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
业观。”集美大学相关学院负责人表示，学校高度重视
实践教育教学，致力发挥近邻合作优势，精准对接企业
需求，为后续开展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集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世文指出，高校产业技
术联盟要发挥好组织者作用，把更多的老师带到企业
来，让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一线，让更多的
优秀教师到企业贡献才智。高校要加强就业引导，配
合解决毕业生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校企交流，实
现企业招才、地方留才的良性循环。（通讯员 曾志伟）

本报讯 日前，宁德市委人才办联合市人社局、市
商务局开展“福鼎茶业直播电商人才创新创业培训”活
动。福鼎辖区内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涉及茶业领
域直播的相关人才、直播短视频电商从业青年，约 100
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以“青春建功十四五 直播培训促振兴”为
主题，以网络主直播、直播间打造、个人人设打造、直播
策划为主要内容，特邀知名网络主播、业内权威专家为
学员集中授课。

培训期间，创业导师系统地为学员们介绍了目前
电商行业发展的广阔前景，以及抖音直播、淘宝带货等
新型营销形式。课上，学员们热情高涨，就如何使电商
培训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等问题，与导师们进
行深入探讨交流。

部分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使大家对电商业内
知识有了进一步认识，理清了电商主体运营思路，同时
也提升了创业就业技能。 （通讯员 池荣龙）

宁德促进茶业电商直播人才创新创业

村童妈妈聚乐部村童妈妈聚乐部

首届两岸社工节首届两岸社工节

新秀社区我家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