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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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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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9日，第二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
创业创新大赛在福州闭幕。人社部副部长汤涛、
福建省副省长黄海昆出席相关活动。

本届大赛以“技行天下 创享未来”为主题，是
福建省首次承办的全国性技工院校大赛。来自全
国2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500名技工
院校学生在决赛场上奋勇比拼，经过两天的激烈
角逐，一批优秀创业创新项目涌出，共有 11个项
目获得一等奖，20个项目获得二等奖，30个项目
获得三等奖，19个项目获得优秀奖。

代表福建出战的“首创螺旋顶出式可拆卸机
床莫氏锥套”“新型防虹吸马桶进水阀”“新型多工
位气路旋转接头”“新型智能厨余垃圾处理机”“蛋

壳来啦——鸵鸟蛋雕技艺
传承与创新的引领者”5个
项目，题材新颖、创新性
强，应用前景广阔，让大赛
评委眼前一亮，展现出福
建省技能人才在创业创新
中的“创力量”，共取得 2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的好成绩，福建
省人社厅荣获大赛组织
奖。

在一等奖项目中，福
州第一技师学院的“首创
螺旋顶出式可拆卸机床莫
氏锥套”项目已发展至第
三代。项目团队成员刘益
辉告诉记者，该项目解决
了传统锥套易损坏、效率
低、安全性差等问题，操作

更加高效安全，产品更为耐用实惠。目前项目已
推向市场，与 4家企业签订销售协议。“这次比赛
给我们团队很大的鼓舞，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创业
创新的动力。”刘益辉激动地说道。

龙岩技师学院的“新型防虹吸马桶进水阀”项
目实现 5项技术创新，聚焦市面马桶进水阀产品
存在的虹吸回流、浪费水、难维修、噪音大等问题，
历经 7次易稿、18个结构方案，至今研发出 3代产
品，保证用水安全，实现水源零污染。“我校已连续
两届在全国技工院校创业创新大赛荣获一等奖，
比赛不仅能够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也帮助
技工院校增强育才能力，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打下良好基础。”该项目指导老师说道。

“希望通过大赛点燃更多技工院校学生的创
业创新梦想，为技工院校学生创造更为广阔的技
能成才之路，对福建技工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起
到良好促进作用。”省人社厅厅长孔繁军表示，大
赛发掘了一批技工院校优秀创业创新技能人才，
推出了一批创业创新典型，展示了新时代技工院
校创业创新的优良风采，实现了以赛促育、以赛促
训的初衷，对全面推进技工院校创业创新工作、引
领技工院校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具有积极
作用。

据悉，获奖项目在入驻园区、贴息贷款、培训
辅导、资金扶持等方面享受优先支持，一等奖获奖
项目可作为指导教师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审等方
面的业绩依据。

大赛期间，同时举办福州（秋季）校企用工对
接洽谈会。83所省内外职业院校与110家福州企
业代表对接洽谈，通过订单培养、合作办班、冠名
培养、顶岗实习、就业对接、短期培训等校企对接
合作方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机衔
接，为福州市重点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技能人才支
撑。

为促进校企精准对接，福州市人社局还组织
院校代表分6条路线，赴鼓楼区、马尾区、闽侯县、
福清市、长乐区、连江县等县（市）区参观考察重点
用工企业，让职业、技工院校负责人现场感受福州
市良好的用工环境，对重点用工企业生产生活环
境、薪酬待遇、企业文化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

据了解，从 2009年起，福州市已举办 17届校
企对接洽谈会，累计促成福州市1320家重点企业
与省内外 599所职业、技工院校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引进技术工人7万多人。 （记者 张寅）

全国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大赛闭幕

我省代表队喜获佳绩

企业代表与一等奖获得者洽谈

充分发挥职业经理人作用
福建省第四届职业经理人峰会举行

本报讯 12月 11日下午，由省政协经济委员
会、省工商联、省总工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指导，
福建省职业经理人协会、泉州市职业经理人协会
联合主办的福建省第四届职业经理人峰会在福州
西湖宾馆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
光远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光远指出，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民企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人才的有力
支撑。他要求广大职业经理人要学深悟透笃行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奋勇
前进；要深刻领会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促
进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和服务新福建发展；要弘扬
企业家精神，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
体，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
更大的发展；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商协会组织，
广泛凝聚职业化、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力量，支持民
营企业建强建好职业经理人队伍，为人才强省战
略实施和科技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大会授予黄秀华等 66人第四届福建省优秀
职业经理人称号，并颁发证书和奖杯。

“我们要以此荣誉为动力，继续拼搏，积极投
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更好发挥职业经理
人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严于律己，
用心耕耘，以踏实的脚步开拓进取，努力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再创新业、再立新功。”获奖职业经理人代表，柒
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供应链采购

中心总监周利说道。
现场，优秀职业经理人代表分享与企业同成

长、共发展的企业管理经验；福建省职业经理人协
会、福建省中小企业商会进行共建签约；举办专场
论坛，围绕如何推动“专精特新”高水准制造企业
的发展，充分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展开发言交

流（如图）。
我省优秀职业经理人及所在企业代表、历届

优秀职业经理人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省职协各
地工作站负责人、省职协会员代表、人力资源培训
机构代表、企业职业经理人代表等近 200人参加
峰会。 （文/记者 张寅 图/张黎波）

随着物流行业飞速发展，工厂智能化成为
不可逆的发展趋势，智能引导车（Intelligent
Guided Vehicle，IGV）作为自动化技术升级的
核心组成部分，无疑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林淦斌致力研发的“麦克纳姆轮智能导引
车”，是斐飒（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
广泛应用于线边大吨位物料转运项目、汽车自
动化工厂等物料搬运，相比常规的智能引导车，
具有运动方向更自由、避障性能好、导航定位精
度高等特点。

今年 4月，斐飒（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业务范围涵盖工业自动化设备、物流装备、非标
装备及工业信息化软件，是工业4.0的智能系统
集成软硬件综合供应商，致力于为实体企业提
供自动化、网络化、平台化、大数据为基础的智
能系统集成综合解决方案，引领客户构建全自
动化的数字化工厂。

公司项目技术研发人员共 7名，其中博士 1
名，硕士3名。公司技术团队核心林淦斌博士等
在智能软硬件开发上具有丰富经验，主持和参
加技术科研项目 10项，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项
目 5项，并在该领域培养了专业化人才，为产品
的智能化提升贡献宝贵智慧，使得主打产品麦
克纳姆轮智能导引车的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产
品客户体验度良好，逐步积累起用户口碑。

本报讯 连日来，首届福州市“榕匠杯”汽车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在闽侯县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举行，汽车行
业、职业（技师）院校的124名技能能手参与角逐。

大赛设置汽车机械维修工、车身整形修复工、车身涂装
修复工 3个工种竞赛项目，以国家高级工（三级）标准进行，
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赛段，比重分别为 20%和
80%。

技能实操赛场上，三大工种选手们聚精会神地进行技能
操作，裁判一对一评分，竞赛现场呈现出一派有序、紧张、繁
忙的景象。赛后，组委会公开展示获奖作品，供选手们学习
交流，各项目裁判长逐一点评。

“此次参赛，我体验到了有别于在校学习的实践技术，可
谓大开眼界。回校后我将继续努力，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汽
车行业高技能人才。”一位参赛选手不禁感叹道。

经过激烈比拼，3个工种共评出个人一等奖3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13名，团体一等奖 3个、二等奖 2个、优秀组织
奖10个。

竞赛遵循赛鉴结合原则，对各项目第一名选手授予“福
州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认定为技师，已具有技师职业技
能等级的，可晋升为高级技师；对获得第 2—10名选手可在
原有技能等级的基础上晋升一级，最高至技师；其余选手理
论和操作技能成绩均合格的，可认定为高级工。

“举办本次技能竞赛，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营造职业技能竞赛浓厚氛围。同时进一步拓
宽闽侯县汽车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渠道，为县汽车产业振兴
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助力东南汽车城腾飞。”闽侯县人
社局相关科室负责人林瑞云说道。

近年来，闽侯县人社局高度重视汽车行业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支持企业不断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目前，闽侯
县汽车行业企业已建成1个国家级、4个省级、1个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和东南（福建）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经人社部批准，率先成为可自主开展汽车机械维
修、车身涂装修复等多个工种汽车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
业。 （通讯员 陈秋霞 黄文斌 杜江）

汽车行业技能达人“大比武”

本报讯 近日，厦门火炬高新区与江西和君职业学院展
开合作，该区首个市外产教融合基地正式揭牌。

和君职业学院是由江西省政府于今年 3月批准设置，5
月由教育部正式备案的非营利性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职业
院校。2021年首届在校生人数 435人，目标办学规模 3000
人，已先后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南昌
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

据了解，双方将在专业建设、师资培训、人才培养、科研
支持、创新创业、社会服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区域产业支
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合作定制专业、实习实训、毕业
生招聘、红色培训教育、产业技术交流和高端论坛等方面进
行合作探讨，共同打造具有引领效应的产教融合发展样板，
为厦赣两地建设“双城人才经济圈”发挥示范作用。

（通讯员 庄鹏）

厦门火炬高新区
首个产教融合基地揭牌

本报讯“两节”临近，南平市建阳区人社局针对建设
领域工资结算高峰期欠薪纠纷易发的特点，会同全区 24个
治欠小组成员单位以及 13个乡镇（街道）开展根治欠薪冬
季专项行动，确保 2021年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
项目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在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 2022年春节前动态
清零。

今年以来，建阳区人社局通过各类平台及窗口累计受
理咨询、投诉举报 436 起，办理率 100%，投诉结案率达到
90%以上，为534名劳动者追回工资818.4585万元。

为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建阳区人社部门畅通举
报投诉维权渠道，最大程度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相
继开展了人力资源清理整顿行动、高温天气专项执法行
动、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专项执法行动、“双随机”等一系
列主题专项行动，规范企业劳动用工，随时督促企业重视
劳资关系，防范法律风险，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妥善处
理投诉举报案件，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构建和谐
劳资关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此次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是建阳区人社局深入开
展新风正气南平人社“名片”实践活动的具体实践，将进一
步畅通欠薪维权绿色通道，加大执法监察力度，确保欠薪
案件快立快处，切实有效发挥劳动保障监察职责，加强各
行业职责的监管力度，积极处理好各类欠薪问题，让被欠
薪农民工及时拿到应得的工资返乡过年。（通讯员 陈婵）

根治欠薪进行时

为534名劳动者
追回欠薪逾800万元

建阳：

本单位福建人才职业介绍中心，事业单
位 法 人 证 书 正 副 本 不 慎 遗 失 ，事 业 证 号 ：
2350000000129，法定代表人为：范功庭。特
此声明遗失并作废。

福建人才职业介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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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博士后创新创业

林淦斌：智能导引车赋能未来物流领域

公司团队，后排右五为林淦斌

林淦斌，项目负责人，斐飒（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出
站博士后，昆山双创人才，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厦门大学，其研究方向为电路与系统，带领科研团队
主要从事高端装备、智能软硬件技术的开发，并在该领域培养了专业化人才。主持或参加技术科研
项目10项，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项目5项，发表论文4篇，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2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