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分组别 不限身份

福建省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本报讯 11月 13日，以“新时代 新技能 新梦

想”为主题的“迎世赛点亮技能之光主题推广活
动”、“技能中国行——走进福建”和“2021年福建省
职业技能大赛”在漳州技师学院开幕。

来自全省各设区市以及省属共 12支代表队，
388名选手和88名裁判员、25名技术专家参赛，将产
生金牌 10名（组）、银牌 10名（组）、铜牌 10名（组），
优胜奖若干名。

对符合条件的优异选手，省人社厅将授予“福
建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对获得各职业工种第1-3
名的选手每人奖励 1万元，获得第 4-5名的选手每
人奖励0.8万元，获得第6-10名的选手每人奖励0.5
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赛不分组别，参赛对象不
受身份限制，企业职工、院校老师和学生同台竞技。
竞赛类别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共设置电工、糕
点面包烘焙工、餐厅服务员、插花花艺师、广告设计
师、装配钳工（智能制造单元安装与调试）、物联网安
装调试员（智能制造数字技术应用）等10个项目；竞
赛标准为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工（三级），并借鉴世界技
能大赛相关技术规则和考核方法进行。

活动设立“技能中国行——走进福建”技能展
示馆。其中，综合展区展示国家技能人才政策、高
技能人才表彰、世界技能大赛和我国参加世界技能
大赛、国内竞赛及技能中国行活动等情况；技能展
区共设立21个福建技能展示项目，技能高手们齐聚
一堂，通过演示、体验者尝试、教体验者实操等方
式，展示各行各业技能的独特魅力和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活动期间还设置世赛知识普及环节，开展现场

互动答题等活动，发放世赛知识普及图书、小册子
或折页，对参与答题的群众发放世赛小奖品、纪念
品、图书等。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
每年组织数十场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参与人数达数

千人，带动相关行业企业岗位技能练兵数十万人，
为我省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
艺的平台。今年，我省出台新的职业技能竞赛管理
办法，落实世赛、国赛、省赛各层级竞赛参赛的具体
奖励措施，将更好地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
工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引导更多青年人关注技
能、热爱技能，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工艺品雕刻（石雕工）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福建省建筑行业木工（古建筑传
统）职业技能竞赛先后在泉州市惠安县举行。

福建省工艺品雕刻（石雕工）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总
工会共同主办，吸引全省 4个地级市 43名选手参
加，总成绩第 1名选手获得“福建省技术能手”荣
誉，并认定为本职业“技师”等级，已具备“技师”等
级的晋升为“高级技师”等级；竞赛前5名选手获得

“福建省金牌工人”荣誉；成绩2-10名选手，在原有
技能等级基础上晋升一级，最高至“技师”等级。

福建省建筑行业木工（古建筑传统）职业技能
竞赛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
总工会联合主办，全省 3个市 39名选手参赛，总成

绩第 1名选手获得“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建省五
一劳动奖章”荣誉，并认定为本职业“技师”等级；竞
赛前 5名选手获得“福建省金牌工人”荣誉；成绩
2-10名选手，在原有技能等级基础上晋升一级，最
高至“技师”等级。

惠安素有“中国建筑之乡”“中国雕艺之乡”“中
华佛教艺术产业基地”“世界石雕之都”等美誉，全
县建筑企业 226 家，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近 20 万，
2020年产值约500亿元。日前，惠安雕艺文创园通
过人社部“福建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认
定，将全面开展建筑行业、雕艺行业职业培训和职
业能力评定工作，进一步培养挖掘建筑、雕艺行业
技能人才，激励更多青年匠师走技能成才之路，助
力惠安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本报记者）

惠安：82名行业能手竞技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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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省人社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
厅、省总工会联合发布通知，明确有条件的用人单
位可向在职女职工按照每人每月 30元标准发放卫
生用品或者费用。通知自2021年12月1日起执行。

据悉，2020年 3月 20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福建省
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有条件的用人
单位，可以每月向女职工发放卫生用品或者费用。”
该法规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法规中未明确
发放标准及经费支出渠道，导致有条件发放的用人
单位实际无法操作。

为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维护女职工权益，此
次通知对我省女职工卫生费标准进行明确。所需
经费，企业可以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机关事业单
位可以按规定从公用经费项目中列支。卫生费的
标准将根据本省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适
时作出调整。 （记者 张寅）

又讯 经省政府同意，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
联合下发《关于调整全省工伤保险定期待遇的通
知》，对全省参保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供养亲属抚恤金等三项定期待遇进行统一调整提
高。

此次调整范围为 2020年 12月 31日前，取得按
月领取伤残津贴待遇（不含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工伤人员）、生活护理费待遇资格的工伤人员，
以及取得按月领取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
资格的人员。执行时间从2021年1月起开始。

调整后，我省工伤保险三项定期待遇水平进一
步提高。其中，一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月调整
标准为：一级伤残增加244元，二级伤残增加230元，
三级伤残增加217元，四级伤残增加207元。根据以
上定额调整后的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人员，如其伤
残津贴仍低于2757元/月的，按照2757元/月的标准
予以发放。

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孤寡老
人或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再增加 100
元。

生活护理费按照工伤人员护理依赖程度，月调

整标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增加200元，增加后
低于3795元/月的，按照3795元/月的标准发放。生
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增加 160元，增加后低于 3036

元/月的，按照3036元/月的标准发放。生活部分不
能自理的增加 120元，增加后低于 2277元/月的，按
照2277元/月的标准发放。 （记者 张寅）

明确女职工卫生费发放标准
上调工伤保险三项定期待遇

本报讯 11月 9日，省档案局、省财政厅、省
商务厅、省税务局联合验收组召开全国电子发票
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项目建设验收会，集中验
收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峡人
力）、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南平
南孚电池有限公司三家试点单位（如图）。

会上，三家试点单位逐一进行项目汇报，专家组
经过质询和讨论，一致肯定并同意通过项目验收。

据介绍，我省启动全国第三批增值税电子发
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以来，海峡人力第一
时间申请参加，并于今年 4 月正式启动试点工
作。在试点过程中，海峡人力严格落实《会计档
案管理办法》、《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已有信息化基础上，建设

电子会计档案系统、费控系统、电子签章系统等
多个电子化系统。通过技术手段自动识别发票
信息和自动查验发票真伪，利用计算机或移动端
实时审核报销、入账流程，实现电子发票电子化
报销、入账、归档等全流程一体化管理，在助力信
息共享、加强内控管理、提高运转效率、降低监管
成本、推进数字转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全
面实现财务会计凭证电子化归档打下坚实基础。

下一步，海峡人力将不断优化完善各系统间
联调，提升增值税电子发票的管理体系，切实发
挥试点单位的示范带头作用，为公司合作单位、
企业推动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
档工作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通讯员 洪静明）

海峡人力通过海峡人力通过
增值税电子发票试点验收增值税电子发票试点验收

本报讯 近日，龙岩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开展形式活泼的诗歌朗诵活动，激发了干部职工
爱党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激情。这是龙岩市人社局
搭建“六微”平台，促进党建、业务融合发展的生动事
例。

近年来，龙岩市人社局机关党委聚焦破解机
关党建“两张皮”、工作方式方法单一、内容缺乏吸
引力和感染力等问题，着力搭建微支部、微学习、
微服务、微典型、微监督、微考评“六个微”党建平
台，把支部设置、政治学习、组织生活、业务工作、
从严管理、文体活动等融为一体、做在日常，既保
持纯正“党味”，又符合党员“口味”，推动党建与

业务深度融合。
该局设立微支部，由同一局领导分管的科室、中

心组成一个党支部（党小组），实施党支部达标创星
活动，打造 1条红色文化走廊、3间素质人社书屋、4
间“红土先锋”党员工作室，营造浓厚氛围；组织微学
习，设立“学习讲坛”，定期由党员自导自演情景剧微
党课、音乐微党课、党史诗词大会等，开设“素质人社
——业务讲堂、科长访谈”栏目，组建“人社学习微信
群”，依托龙岩人社官微，推出新思想 e在线诵读、

“人社巾帼心向党”红色经典诵读栏目60多期；推广
微服务，组建6支党员青年突击队，组织开展行政服
务窗口党员“亮身份、亮行动、亮业绩”活动和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成立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健
步走、摄影等兴趣小组；树立微典型，连续三年在全
市人社系统举办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活动，开辟“人社
党员风采录”宣传专栏，积极参加全省体制机制创新
案例评选；创新微考评，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清单，实行“月汇总、季考评、年终考核、不定期检
查”，督促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开展微监督，出台《龙
岩人社落实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
管在关键时“四个关键”的若干意见》，打造“清风人
社·廉为底色”廉政品牌，局领导、各科长、中心主任
分级开展廉政家访活动，加强党员监督管理。

（通讯员 邱小尧 王雁平）

龙岩市人社局搭建“六微”党建平台

促进党建和业务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