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月 22日上午，福建中医药
大学校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李灿东
教授受邀走进省老科协网上直播大课堂，
线上线下同步讲授题为《新冠肺炎中医药
防治科普》的健康防护知识讲座，吸引省
老科协、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心工作人
员现场聆听，全省 1000 多名老科技工作
者、退休老干部在线收看（如左图）。

此次讲座由省老科协主办，省退休干
部工作指导中心协办，根据老科技工作
者、退休老干部的健康需求而精心策划举
办，旨在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
步增强退休干部人才疫情防护能力。

科普主讲嘉宾李灿东长期从事中医
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是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
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岐黄学者等荣誉称
号，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

“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瘟疫（疫病）的范
畴，那么，疫病与普通外感病有什么不一
样？”讲座中，李灿东结合 PPT展示，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分别从新冠肺炎的认识、疫
病的发生、疫病的诊断、疫病的预防等四
个方面进行科普讲解，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中医“防、控、治、调”的全程健康管理知识
理念，倡导老年人在生活中要注意培养正
气、提高抗病能力，消灭病邪、防止邪气侵
害，要准确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筑牢
防疫安全屏障，采取合理防控措施，有效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并就老年人关注的热
点问题进行现场互动解答。

讲座受到老年听众的广泛好评，有效
激发了退休干部人才关爱自身，热爱生
活，共同抗疫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将
学到的知识积极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保持
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广泛宣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在党和政
府的有力领导下，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为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作出退休干部
人才应有的贡献。 （文/图 记者 张寅）

本报讯 4月22日上午，莆田市2022年退役军
人教育培训承训机构签约暨授牌仪式举行，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工作部与莆田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签订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合作协议（如右图），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永昌等领导
出席并见证签约。

此次授牌是经省、市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考评、调研、测评后的认定结果。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莆田工作部将以此为契机，在打造退役军人就
业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教育培训平台和其它
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等方面持续发力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等方面持续发力，，更加精准地更加精准地
为当地退役军人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以及为当地退役军人提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以及
创业就业辅导等服务创业就业辅导等服务，，指导帮助全市退役军人突指导帮助全市退役军人突
破就业创业瓶颈破就业创业瓶颈，，破解就业创业难题破解就业创业难题，，助推莆田市助推莆田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通讯员 叶晋源叶晋源 潘呈瑜潘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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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4场直播、1.7万热度、在线观众总数 2.3
万人……这是疫情期间，直播“新人”林恩辉参与福
安市茶产业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班后，直播后台显示
的单月运营数据，成效显著。

“培训班邀请到有赞、字节跳动等头部运营商的授
课老师，课程指导确实给力，我只是现学现卖，没想到竟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福安市大学生创业园里，林恩辉
讲述着近段时间参与直播的体验和感受。

林恩辉是福安市大学生创业协会会长，在农业领
域创业至今已有十多年经历。在正式开启直播之前，
她在福安市晓阳镇山区里以助播形式帮助当地农播
主直播。

本次系列直播开启后，“你好，林恩辉”微信视频号
的粉丝数量从149人涨粉到819人，最近一场2小时时段
直播，更是7164人涌进直播间，最高在线927人，总热度
990，着实让她切身体验了一回“直播达人”。

今年3月，福安市委人才办牵头举办了一场茶产业
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班，邀请了行业知名专家及“乡村振
兴茶业线上营销公益讲师团”的多位名师授课，集合了
字节跳动、有赞集团、说茶传媒、畅玩集团等平台专业资
源，共同助力福安本土直播电商人才“出圈”。

正是源于这次培训，林恩辉开启了全新的主播
之路。

在有赞福建商盟负责人卢显潮的指导下，林恩辉
第一时间由课堂转入实战，从生涩到从容，在一个月内
完成转变。至此，林恩辉对平台分发、客户沉淀、社交
裂变等当前手机平台上电商运营专业术语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深刻体会到微信直播在社交流量中的巨大
潜力。

“大学生创业协会定位是我们福安的流量引领，希
望能够整合协会的人才优势，借助有赞平台扶持，把‘私
域流量+直播电商’理念最终转化为培育直播人才的具
体实践。”作为大学生创业协会会长，林恩辉从开播后就
有了打造协会头部 IP和MCN的思路。

为此，直播期间她策划邀请了5位协会创业青年作
客直播间，共同推动集聚流量中心化，凸显头部 IP聚集
效应，一起开发私域流量。

与此同时，林恩辉还积极整合培训资源平台，通过
有赞福建商盟牵线，发起有赞微商城平台商家支援福安
抗疫的倡议，首批物资已对接完成，后续将探讨有赞商
盟在福安落点合作的可行性。

“线上直播是疫情当下中小企业非常重要的经营渠
道，但其实操实战性强，需要专业指导和抱团支持。未
来，我们设想从一到多、从多到众，带动多个 IP，再延伸
拓展构建属于大学生创业人才群体的流量矩阵，积极营
造具有福安特色的创业人文环境，从而带动更多的福安
人才返乡创新创业。”林恩辉说道。

和林恩辉有同样感受的，还有“美叶说优品”的陈锦
儿，本轮疫情期间恰逢家乡溪潭镇上湾村枇杷开摘，她
和网美直播团的姐妹们近期开播2场公益助农直播，在
微信视频号上为家乡枇杷农民带货，2913人到访直播
间，下单110多箱农产品，销售额1万多元。

“此次培训后，像林恩辉、陈锦儿这样坚持自主直
播的从业者还有十多个，培训需求旺盛。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聚焦创业培育、精选参训学员，聚焦行业发
展、精选培训课程，聚焦实际成效、精选培训师资，计
划今年内着重围绕特色农产业‘2+N’举办多场培训
班，通过‘三个聚焦’，强化视频直播电商人才培育，以
人才培育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福安市委人
才办负责人如是说。

（通讯员 雷津慧 廖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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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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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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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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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水香，身份证号：
350702198111063029，
工作单位：厦门速欧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不慎遗失中级工程师
证一本，证书编号：
闽 Z009-60521，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 近年来，永安市聚焦林竹产业人才“引、育、
用”，汇聚各类人才新动能，促进产才深度融合，助力林
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视角”引才，做大林竹人才“总量”。聚焦产业
需求引才，通过现场招聘、高校组团引才、线上对接会
等方式，重点引进木材加工、人造板、林学等产业紧缺
急需专业人才 50名。聚焦一会一赛引才，连续举办 7
届国际竹业博览会、竹居空间设计大赛，促进人才、项
目、产业、资本精准对接，先后引进江敬艳团队 6名博
士、省引才“百人计划”王戈团队。聚焦高端柔性引才，
依托高校、驻外商会等，搭建林竹产业人才驿站、6家驻
外引才工作站，柔性引进竹产业高端人才 18名，技术
合作产业专家122名。

“专业化”育才，盘活林竹人才“存量”。协同创新育
才，建立福建协同创新研究院竹产业（永安）分院，先后
与国际竹藤中心、中国林科院、清华大学等院校开展合
作，为50多家中小微林竹企业提供林竹产业规划、技术
研究、人才培育等服务。产业培训育才，举办竹产业技
术对接会、竹产业企业管理人才、种竹大户技能培训等
10余场，为永安竹企的产业升级、技术改造提供技术支
持。校企合作育才，与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三明林
校等院校合作，联合开办产品艺术设计（竹木）专业，为
企业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200多人。

“多方位”用才，激发林竹人才“能量”。围绕产业强
市用才，采取“政府+企业+项目+科研院所”模式，建立
省级技术中心3个、省众创空间1个、国家级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1个，推动和其昌、永林集团、八一永庆成为国家
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围绕成果转化用才，成立国家竹家
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分中心、中国竹产业协会设计
师分会，推动全省范围内竹产业成果对接、产学研合作
及技术应用转化 15项，带动企业扩产增效上千万元。
围绕三产融合用才，建立协同创新院联动合作机制，举
办“竹+陶瓷+茶+现代农业”协同创新对接会，引进孵化
10 多家企业，争取省级竹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资金近
6000万元，带动竹产业产值超10亿元。

（通讯员 邢永建 钟美华）

人才培训助推农播“新人”出圈

永安市激发林竹产业人才新动能

本报讯 喝着现磨咖啡，畅聊奋斗理想，在“家”
办理人才服务，四海英才的美好愿景，在泉州市泉
港区“人才会客厅”成为现实。

泉港区“人才会客厅”实现政策宣讲、服务人
才、政治引领、产才对接、英才展示、休闲交流“六位
一体”功能，成为当地高标准高质量打造服务要素
集聚、人才氛围浓厚的人才服务新地标，助力营造
开放包容、透明高效、充满活力的人才生态。

政策宣讲平台——会客厅设置政策宣传板块，
运用图片、LED屏、多媒体影像等形式，集中宣传省、
市、区人才政策及经验做法。截至目前，累计张贴发
放人才政策宣传折页300余份，电子显示屏宣传30
余条。坚持开门会客、以厅会才，定期举办石化、医
疗卫生等领域高层次人才政策宣讲活动3场，促进
用人单位和人才进一步用活用好用足人才政策。

服务人才窗口——依托“高层次人才服务专
窗”，结合泉港区“高层次人才政策一览表”服务事
项，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为人才提供子
女入学、医疗卫生、购房补助、审批代办等一站式服

务。坚持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优选 3名“懂政策、
晓区情、知流程、善操作”的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人
才接待、咨询等专业化服务。

政治引领课堂——强化党内模范带动，依托妇
女、青商、新阶层等专家联谊会，建设“人才会客厅”
作为人才交流活动场所，推动优秀党员人才与非党
员人才联系交流，增强各类高层次人才对党组织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目前共有 27名青年人才向党组
织递交入党申请书，3名青年人才加入党组织。

产才对接鹊桥——以会客厅为直播主阵地，开
设网络直播招聘会等线上引才渠道，收录106家企
业2000多个就业岗位，收到意向简历1000多份，每
单场直播约促成 30多家企业与 100多名人才达成
就业意向。

英才展示立面——以“泉城似锦 邀您来创”为
主题，会客厅设置多功能项目路演区、人才项目展
示和高端人才项目洽谈区等多种功能板块，提供人
才工作成果和人才风采展示窗口，其中，政策宣传
板块配套大型液晶显示屏，播放自制人才宣传片

《创泉港》，增强人才的荣誉感、获得感；人才项目展
示板块面向全区用人单位、人才征集创新创业展品
30余件、科技奖励20余件。

休闲交流家园——拓宽人才交流“朋友圈”，在
路演区域举办高峰论坛、会长沙龙、会员联谊活动，
为人才搭建结交“好伙伴”的平台，先后促成 10余
对人才牵手扎根泉港。布局休闲讨论专区，立足泉
港区域特色，定期发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生产要
素优势等动态资讯，定期邀请在区内工作的高层次
人才代表参加资讯讨论、观点碰撞、专业探究、项目
合作，促进人才相互交流、合作共赢。

下一步，泉港区将持续深耕人才“港湾计划”，
把打造“近悦远来”的服务生态作为人才体制机制
改革突破口，聚焦人才要素不集约、人才“朋友圈”
不活跃、人才服务碎片化等痛点堵点，通过点上优
化布局、线上集聚资源、面上丰富载体，进一步布局

“人才会客厅”和“人才之家”矩阵，提升阵地能级，
推动人才服务布局连“点”成“片”，以“1+N服务”打
造人才聚集高地。 （通讯员 林小宇）

在“人才之家”办理人才服务
泉港打造“人才会客厅”服务新地标

共筑退休干部人才
防疫安全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