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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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日下午，由省人社厅
主办、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承办的
2022年福建省心理咨询教师素质提升高
级研修班在泉州开班（如图），来自全省
技工院校、职业院校、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领域的教研员及学科骨干教师、相关
负责人共50余人参加研修学习。

省人社厅副厅长洪长春出席开班式
并讲话。他强调，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加
大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的重
要举措，也是促进全社会心理健康工作
体系构建和同业交流的重要途径。

洪长春指出，参训学员要学有所思、
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所成。要坚持
学以致用，不断增强解决问题本领、积累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具体举措，转
化为提升学校育人水平的实际行动，以
更好地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职责和使命。
要发挥辐射和引领作用，将研修学习成
果辐射和带动更多的心理健康教育从业
人员，以点带面，放大培训效果。要坚持
服务中心，提高站位，加强与社会、家庭
的紧密联系，主动融入各级政府构建的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和“体系
图”，共同促进全民健康和文明社会建设
取得更大成绩。

本次高级研修班为期五天，采用课
堂讲授、实地走访、现场教学、案例分享
及研讨交流等教学形式，内容包含中小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团体沙盘应用
技术、中小学心理问题的CBT技术、焦
点解决短程咨询技术等方面。

（通讯员 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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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福州新晋人才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新店镇新
秀社区、临湖社区签订“关于打造新店镇学习型成长社区教育”合作
办学协议，这标志着福州晋安区首个新晋人才社区教育学习中心落
地新店镇。

为进一步激发人才发展活力，新店镇探索党建引领下的“人才+
社区”教育模式，结合新秀社区“我家学堂”、临湖社区“临湖书院”的
场地资源，通过引入思想引领及拓展优质课程，建设“学习型成长社
区”，首个新晋人才社区教育学习中心将满足社区人才精神文化需
要，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质优、普惠、便捷的人才教育服务。

未来，新店镇还将结合人才社区教育，进一步扩大人才“朋友
圈”，依托社区文化中心多渠道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以社区人才
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普惠性教育文化工作及活动场所——社区教育中
心，让各类人才了解新店镇、留驻新店镇。 （通讯员 郑文珊）

晋安区

首个新晋人才社区教育学习中心落地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泉港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导师团基层行
暨“空中双选会+直播带岗”公益活动在福州大学石油化工学院举办，
旨在深入推介泉州市“涌泉”行动，吸引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来泉港
区就业创业。

活动举行首批就业创业导师聘任仪式，“百城千校”“绿优家庭农
场”和“泉港探店官”等3个创业创新项目分别路演，高校毕业生们面
对面分享他们在泉港感受到的求贤氛围和享受到的人才政策福利。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傅志雄、金维他董事长刘宗强等6位就业
创业导师代表现场对项目商业模式、发展空间等方面进行提问和“干
货”分享，参会者直呼“收获满满”。

随后，就业创业导师代表来到“泉港云上直播间”，为高校毕业生
提供个性化的“云上”指导服务，帮助毕业生缓解就业焦虑，提升就业
竞争力。

活动还通过“空中双选会+直播带岗”方式，展现泉港优质企业风
采，32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

“青年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源头活水。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继续优化整合区域就业创业资源，通过就业创业导师指导，加强大学
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打造特色鲜明、理念创新、成效显著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新样板。”泉港区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今年泉港区委人才办深入推动高校毕业生返乡“进港”工
作，通过举办2022年泉港籍在校大学生新春座谈会、回归就业创业活
动、持续实施“青年见习三年行动计划”、加大政府购买基层岗位力度、
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等措施，全力保障泉港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下一步，泉港区将在全面对接落实泉州市“涌泉”行动基础上，围
绕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能成长”目标，加紧制定“涌泉行动·人才进
港”系列政策，吸引和集聚一批高校毕业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紧缺
人才来泉港就业创业，为泉港区打造“品质美城 幸福泉港”提供坚实
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通讯员 林智文 陈秋芳 林小宇）

泉港区

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返乡“进港”

本报讯“这青柰个头大，酸甜适中，欢迎喜欢的宝子们点击
1号链接下单。”华灯初上，三明市宁化县湖村镇蛟湖草堂内，邓福
宝正面对直播镜头，介绍当地农户自产的青柰、芙蓉李等时令水
果。

邓福宝今年30岁，是土生土长的彭高村人。去年10月，在镇
村干部的鼓励下，还在厦门从事贸易工作的邓福宝，毅然放弃高
薪工作回到家乡，创办直播基地，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致富。

“大家需要我，就是对我的最大认可。”邓福宝说，除了帮助村
民们拓宽销售农特产品渠道，他还计划与农户签订包销协议，建
立“农户+生产企业+合作社+销售公司”的产销模式，让村民们实
实在在地多挣钱。

乡村振兴，人才为先。2021年以来，湖村镇结合村两委换届，
大力实施“人才回引”工程，建立人才信息库，通过请回来、建平
台、强保障等 3项举措，推动一批在外优秀人才返村任职、创业，
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目前，全镇共回引参选村主干“一肩挑”
在外人才4人，回引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2人，回引竞选其他两委
干部3人，回引创业人员36人。

龙头村交通便利，素有“有色金属聚宝盆”的行洛坑钨矿位于
村内，村里还有蛟龙主题公园、松涛公园等景点。如何利用村里
资源优势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是龙头村村两委一直致力的工
作重点。

得知县里推行人才回引制度，退居二线的周辅安第一时间申
请担任龙头村乡村振兴指导员，为老家建设出力。

回村后，周辅安立刻行动起来，利用中午、晚上时间进村入
户，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修订完善乡村振兴规划。围绕“产业、生
态、组织、人才、文化”五大振兴目标，周辅安提出将党员设岗定
位，设立创业先锋、移风易俗、村务监督、新时代文明实践 4类岗
位，按季量化考评，表彰“岗位明星”，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
动村民向上向美。

这几天高温依旧，周辅安和村两委与往日一样，奔走在乡村
建设一线，为龙头村福文化长廊建设、松涛公园改造提升忙碌着，
打造群众休闲游憩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返乡人才的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镇里对人才“留
得住”也颇为上心。推行“导师帮带制”，建立镇领导班子成员与

“回引人才”一对一挂钩联系机制，帮助协调解决项目落地、资金
划拨、纠纷调解等问题……村镇里的系列举措，更加坚定了乡贤
们带领村民向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图景阔步前行。

（通讯员 雷露微 徐婷 邱翠冰）

宁化湖村镇：

“人才回引”强村富民

本报讯 服务企业和人才，厦门湖里区
最近又有哪些新举措？重磅出台人才住房
新政策，成立重点企事业单位人才服务专
员队伍，建立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
持续创新“企业接待日”活动，不断完善企
业服务机制……湖里区用真金白银留住人
才，真情实意服务企业。

深化服务
线上+线下 加强政策落地

高层次人才可通过“一事一议”享受最高
200万元购房补贴，重点企业骨干人才、紧缺专
业高校毕业生可免费入住租金为每月最高
3500元的人才公寓，到湖里区实习求职的大学
生可免费入住“雁来公寓”……

近日，湖里区重磅出台《湖里区加强人才
及重点群体住房保障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措施》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
才群体的需求特点，给予不同方式和标准的
住房保障措施，形成全方位、立体式人才住房
保障体系。

《措施》发布后，如何申报相关政策成了许
多企业和个人关心的问题。

“我们企业最近入职不少符合新政策的员
工。看到新闻后，我第一时间拨打了 24小时
服务专线，想了解如何替员工申报。”龙骧鑫睿
科技董事长王腾龙说道。

政策好不好，落地是关键。湖里区依托

企业服务中心建立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平
台，专门成立重点企事业单位人才服务专员
队伍，为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精准匹配、可及
可达提供保障。

窗口是企业服务的前台。服务专员余慧
虹表示，政策出台后，企业服务中心第一时间
对专员进行为期两天的专业培训，将厚厚一叠
的政策申报指南汇编吃透记熟，在面对面指导
企业或个人准备申请材料时，做到 30分钟内
将申请材料分转至相关责任部门。

线下有温度，线上更有速度。湖里区工信
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亲清一家人”企业服务平
台已启动技术升级。不久后，企业和个人可以
通过平台完成线上人才住房政策申报和审批，
一趟不用跑，足不出户在指端就能享受湖里区
的人才福利。

创新机制
部门轮流策划 丰富活动内容

“企业在亚马逊平台的电商店铺说关就关
了，跨境物流成了我们的难题，怎么办？”“您别
着急，湖里区有自己的跨境电商协会，能提供
物流集中代发服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我们
马上帮您联系协会！”……

聚焦诉求，精准服务。在针对专精特新企
业的“企业接待日”上，麦克奥迪、熙重电子、大
洲新燕等8家辖区企业参加，湖里区主要负责
人和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 10个

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出席。企业抓住宝贵机
会，坦言经营难题，部门负责人一边听一边记，
认真作出回应。

在湖里区，“企业接待日”持续丰富内容、
拓宽服务对象。活动主题从政策咨询、问题诉
求、意见建议，延伸到政企项目对接、招商落
地，参与企业从知名国企、龙头企业拓展到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前不久，接待日的主题设置又有新举措。
为了覆盖不同行业、规模的企业，满足企业特
定需求，湖里区企业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邀请湖里区工信局、商务局、建设局等部门和
各街道单位，为每周的“企业接待日”策划主
题、邀请相关企业、安排专家问答。

每周的活动主题都不尽相同，总有一场适
合自己，这是辖区企业对接待日的共同感受。

“我们感受到了湖里区的用心。活动邀请的企
业领域相同、规模相似，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
有共性，大家和政府面对面共商解决之道，很
务实，也很温暖。”国水水务咨询公司总经理方
翔鸣表示。

据统计，自今年 5 月底以来，“企业接待
日”共举办 6场，收集各类问题 70项，办结 68
项，继续办理2项。接待日为企业解答了人才
住房、子女教育、企业税收、惠企政策等一批企
业、人才关心的问题诉求和政策建议，受到企
业广泛好评，吸引越来越多企业报名参与。

（通讯员 庄筱婧 陈瑜瑾）

深化人才服务保障 创新企业服务机制
厦门湖里区真情实意服务人才和企业

本报讯“开展年轻干部‘四下基层’实践
活动，对于引导年轻干部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练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功，推动年轻
干部在基层一线锻炼成长、助推闽东特色乡村
振兴之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日
前，宁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惠在全市年
轻干部“四下基层”实践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

如何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992
年 7月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提出“弱鸟先
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许多富有创见的
理念、观点和方法，并作出深刻回答。30多年
来，“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
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
基层）工作制度在宁德市传承，生生不息并不
断深化拓展。

近年来，宁德市古田县结合乡村振兴建设
创建22个“四下基层”实践活动基地，青年干部
在实践基地开展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
研”为主要形式的“四下基层”活动。

其间，青年干部与农户开展结对结亲，吃
一锅饭，不提要求、不另开灶，按照标准缴纳伙
食费；与群众共同作息，不提住宿要求，按照标
准缴纳住宿费；主动参与入住农户家庭劳作，
帮助村、村民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和问

题；围绕乡村振兴，深入田间地头、合作社、企
业等开展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提出具有可行
性的意见建议。

古田县委副书记、县长许锋表示，青年干
部深入农村基层，苦练密切联系群众基本功，
掌握扎实有效的基层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
本领和能力。

作为古田县食用菌主产区之一，凤埔全乡
85%以上的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生产经营。
古田青干 12班 2组学员们在凤埔乡食用菌产
业园实践活动中发现，食用菌生产存在建设成
本高、产业链条短、人才技术缺、制约瓶颈多等
问题。经过多方调研，学员们建议扶持民间自
主创新，将民间的实用技术进行科学总结、完
善提升，将土专家带入现代化研究道路，实现
新品种引进、培育、驯化等方面突破，走精深加
工品牌之路。

“我们在同吃同住中与群众打成一片，真
正了解基层生活。”古田青干 12班 2组学员张
家谋说道。

年轻的思想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水”，也
带来了良好成效。学员建议古田县罗峰村发
展“荷花观赏+鱼苗生长+泥鳅养殖”立体农
业，当年增加集体收入 5000 元；学员发挥专

长，拍摄并发布乡村视频，吸引游客纷纷前来，
催生研学旅游、农耕旅游等新业态，22个实践
基地去年以来共接待来客 11000余人次……
截至目前，古田县共有 740 名年轻干部参加

“四下基层”实践活动，累计走访群众 4000多
人次，收集群众问题建议 300多条，为民纾困
180多件（次）。

根据宁德市委《关于深化落实“四下基层”
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决定》，宁德
在全市组织开展年轻干部“四下基层”实践活
动，总结推广古田县经验做法，进一步促进年
轻干部到基层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

第1期实践活动共15天，于8月—10月每
个月开展1次、每次集中5天左右，年轻干部分
别前往古田县、寿宁县与基层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同调研”，重点做好加强党性教育、
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宣传宣讲、办好为民实事
和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工作。

陈惠表示，希望大家拜群众为师、向基层
学习，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确保学有所
悟、学有所得、学以致用，让自己有足够的本领
接好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接力棒，努力跑出
好成绩。 （通讯员 吴允杰）

让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锻炼成长
宁德启动年轻干部“四下基层”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