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莆田市城厢区的现代服务业体量全市最大，是该
区最亮特色、最大优势和最强竞争力。立足优势抢抓
机遇，高位推进赢得先机，促进重点项目签约，城厢区
乘势而上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新高地。

现代服务业是推进城市发展、促进产业转型的重
要赛道。在这一赛道中，发挥优势、集聚发展，城厢区
已“华丽出圈”。

今年以来，城厢区围绕“服务业兴区”发展战略，以
提质升级现代服务业“6+4”业态为主攻方向，以扩大
内需为基点，以商圈、楼宇、特色街区等重点项目为载
体，以政策措施为支撑，突出抓好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
行动，推进服务业高质量跨越发展。同时，在全市创新
建立唯一一条现代服务业产业链，出台服务业提质扩
容专项实施方案，建立产业发展服务机制，配套产业扶
持政策，精准施策，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一场大会
硕果累累添动能

8月 25日下午，随着主持人宣布“请双方代表签
约”，莆田国际陆港、0594新零售示范基地、华林智汇
创新综合体等18个项目集体上台签约。

这是城厢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推
介签约授牌仪式上的一幕。仪式上，城厢区还为蛙喔
餐饮、麦都烘焙、真熙家烤肉等3个品牌企业授牌“莆
田首店”，为莆田市莆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 5家
新零售企业授牌“城厢区新零售示范基地”，为才子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等8个城厢本土品牌企业授牌“城厢
好物直播间”，中电科创城、城厢区金融服务中心等 4
家重点项目和2家银行代表作了推介，同时邀请中国
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特聘专家杨国周等 2位行业专家
就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分享交流。

“为了创造新需求，引导新消费，向社会提供更多
高附加值、高层次的服务，城厢区在新业态、新模式、
新经济产业发展方面尤其下功夫。”城厢区商务局局
长杨智伟表示，今年该局多措并举，创新突破，开展系
列活动。

一场大会，硕果累累，城厢区现代服务业如虎添
翼，再添强劲动能。

作为 18个签约重点项目之一，莆田跨境通关中
心崭新的装卸平台已搭设完毕，项目将在跨境电商通
关基础上叠加公路运输类通关监管功能，通过建设集
货仓、保税仓、堆场等升级项目，打造内外贸一体化融
合发展的莆田国际陆港。

莆田跨境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怀川说，

通过扩展通关监管功能，拓宽通道服务，陆续打通多
条出境通道。截至今年8月26日，该通关中心共计清
关110万个包裹，跨境出口额达5.3亿元。

“城厢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连续13年超
过50%。2021年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327亿元，体量全
市最大，占比全市体量26.4%，对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贡献率达30%，是全市服务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杨智伟
说，今年以来，城厢区累计签约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29
个，其中18个为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项目，累计投资总
额超10亿元；11个为平台楼宇总部项目，预计实现年纳
税总额2.87亿元。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城厢区经济增长
的重要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强磁场。

步履铿锵、加速崛起，城厢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正
展开翱翔翅膀。

深耕优势
释放潜能提活力

位于中心城区的核心区，交通便利、配套完善，是
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城厢区发展服务
业有着天然优势。这里商贾云集，商潮涌动，聚集了
全市 90%的规上商超连锁企业总部、80%的电商企业
和70%的金融机构。

“城厢是人文荟萃、开放包容的古府新城，也是敢
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商贸强区，更是投资兴业、人才聚
集的热土宝地。城厢区委、区政府秉承‘不叫不到、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为企业发
展提供优质的环境和高效的服务，助推项目早建成、
早投产、早收益。”城厢区长王文晖表示。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城厢招商引资的“金字招
牌”。通过建立工作专班和专项服务机制，为落地企
业提供周到服务。

今年，城厢区出台多项服务业发展扶持举措，全
年安排服务业专项资金 2000多万元，已拨付服务业
专项扶持资金 1500万元，惠及企业超 560多家。同
时，该区在全市率先建立首家惠企资金直达平台，让
惠企政策真正及时、精准惠及市场主体。

为持续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和经济大环境压
力，城厢区近年连续实施促消专项行动，刺激市场回
暖。今年来，该区已推出包括汽车、家居建材电器、商
超等 6大主题活动，免费发放 1260万元惠民消费券，
拉动全区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超10亿元。城厢区第二
届直播电商节推介城厢名品，直播累计观看人次突破
百万人次，线上成交超10万单。

华灯初上，城厢区各个街道被点亮，各大商业综

合体、商业街区逐渐热闹起来。联创片区的星领 生
活广场，是城厢区打造的全市首个“不夜城”，霓虹斑
斓勾勒出城厢区现代服务业欣欣向荣的姿态。

脱颖而出，打出“王牌”。城厢区已然进入服务型
经济发展阶段，成为全市消费中心和商贸流通中心。

今年1—7月份，城厢区699家限上批零企业、36家限
上住餐企业、74家纳入GDP核算规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均实现大幅增长。其中，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563家
限上电子商务企业，1—7月份完成限上销售额379.45亿
元，比增24.82%，占全区限上批零业比重达69%。

产业扩容
专项行动培后劲

8月 28日，在城厢区文献西路新世纪大厦二楼，
一批工人正在紧锣密鼓装修。这是城厢区新引进的
三骏·聚力空间项目，采取“线上+线下+社群”运营模
式，以商招商，集聚各类要素资源，为青年创业团队、
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团队及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创
业办公解决方案。

为进一步盘活楼宇资源，城厢区聚焦“一圈一楼
一街区”，统筹全区 45幢、138万平方米的商务楼宇，
邀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开展专项楼宇产业发展规划，
打造专业电商产业园、金融服务中心和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等专业园区，力争打造交易额超 10
亿元的楼宇 5栋以上，力促万达商圈、南湖
商圈、联创商圈等七大商圈规模扩大。

截至目前，中电科创城先导区已招商
入驻企业 26家，华林智汇已招商入驻企业

22家，西城国际已招商入驻企业6家。
现代服务业不仅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

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的“孵化器”。城厢区
将现代服务业作为 10 条产业链的重中之重推进，
大力实施“服务业提质扩容”工程，明确了 2022 年
服务业发展暨招商工作围绕十大重点任务实施

“343”工程，即 3 大产业集聚区、4 大电商升级项目
和 3大扩内需行动。力争到 2022年底，全区第三产
业增加值总量超 366亿元，增幅超 10%；限上电商实
现销售额超 600亿元，培育年营业额超 10亿元的楼
宇 5幢以上，培育特色产业街区 3条以上，创建 1个
市级夜间经济示范区，引进至少 5个优质品牌首店
经济。

眼下，城厢区围绕现代服务业“6+4”业态，招龙
头、筑链条、建集群。“6”即推动电子商务、楼宇总部、
金融服务、软件信息业、文创会展、现代物流等6大生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4”即推动
商贸餐饮、旅游休闲、家庭社区、康养医疗等4大生活
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全力打造“中心城
区现代服务业集群带”。

城厢区在“稳”的基础不断夯实，“进”的动能持续
增强，让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动能澎湃。

（来源：“今日城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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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
局转发省人社厅 财政厅 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
知》（莆人社文〔2022〕102号）文件精神，对有参加失业保险且符合上年度缴纳失业
保险费满12个月，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机构给予稳岗返还，稳岗返
还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经就业中心初审和我局审核，本次共有莆田市城厢区蓝腾世纪数码有限公司
等 23家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机构符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条件，金额共计 11106.27
元，现就享受稳岗返还单位名称、裁员率、拟返还金额等予以公示（详见附件）。欢
迎广大群众来人、来信、来电实名举报监督，监督单位：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城厢区荔城南大道 60号，监督电话：
0594-2693421。

附件：2022年莆田市城厢区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第三批直
发）汇总表（详情扫码查看）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9月7日

关于2022年城厢区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第三批直发）的公示

夯实“稳”的基础 增强“进”的动能

城厢区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新高地

近日，莆田市城
厢区人社局、区妇联
联合举办 2022年“莆
田工匠”美容师职业
技能竞赛，共有 5 支
代表队 50 名选手参
加竞赛（如上图）。

竞赛内容包括理
论考试和实际技能操
作两个部分，实际技
能操作为日晒皮肤护
理、唇部护理、指甲彩
贴、正式的晚宴妆四
个项目。经过一天的
激烈竞赛，理论和技
能操作成绩均达 60
分以上的选手共 39
名，将由人社部门颁
发职业资格证书。

主办方表示，希
望以职业技能竞赛为
平台，充分发挥其在
高技能人才选拔、培
养和激励等方面的作
用，引导美容师优秀
人才立足岗位，提升
技能，培育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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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部门关于实施就业见习岗位
募集计划的通知》（闽人社文〔2022〕66号）及《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规范青年见习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莆人社文〔2019〕171号）文件要求，我局向全
区34家毕业生见习基地征集了第六批16个见习岗位（具体见附件），现将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规范开展活动。各见习基地要按照文件要求，规范、有序地开展毕业生见
习活动；

二、积极组织对接。一是适时了解掌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就业意
愿及就业动态，将我市就业见习政策及岗位相关信息及时告知所有离校未就业毕
业生及失业青年；二是要组织和发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
青年与我区就业见习基地直接对接。

附件：莆田市城厢区2022年第六批见习岗位征集汇总表
（详情扫码查看）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9月7日

关于公布莆田市城厢区第六批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见习岗位的通知
根据《关于落实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有关工作的通

知》（闽人社文［2022］86号）和《莆田市劳动就业中心关于转发<福建省劳动就业
服务局关于印发<一次性扩岗补助业务经办规程>的通知>的通知》（莆劳就
［2022］6号）文件要求，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参加失业保险的，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经区就业中心初
审和区人社局审核，我区 2022年第一批符合一次性扩岗补助条件的企业共有 5
家，补助金额共计13500元（详见附件），现将享受补助的企业名称、人数、金额等
予以公示。广大群众可来人、来信、来电举报监督，监督单位：城厢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城厢区荔城南大道 60号，监督电话：
0594-2693421。

附：莆田市城厢区2022年第一批一次性扩岗补助汇总表
（详情扫码查看）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9月7日

关于城厢区2022年第一批一次性扩岗补助的公示

根据《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
莆田市税务局转发省人社厅 财政厅 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
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莆人社文〔2022〕102 号）和《转发福建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落实保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莆人社文
〔2022〕150 号）文件精神，经就业中心初审和我局审核，本批共有莆田市
普安交通服务中心等 6 家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机构符合 2022 年一次性留
工培训补助条件，金额共计 339000 元，现就享受留工培训补助单位名
称、参保人数、拟补助金额等予以公示（详 见 附 件）。欢迎广大群众来
人、来信、来电实名举报监督，监督单位：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城厢区荔城南大道 60 号，监督电
话：0594-2693421。

附件：2022年莆田市城厢区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第二批
直发）汇总表（详情扫码查看）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9月7日

关于2022年城厢区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第二批直发）的公示

众所周知，企事业单位最常使用的面试形式是
结构式。那如何把握结构式面试的答题技巧呢？让
我们一起交流事业单位结构化面试的命题原则。

一、针对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要求面试试题根据岗位的具体情况，

围绕岗位要求、考生状况和面试本身的特点来设计。
二、科学性原则
所谓科学性原则，一方面是以典型性和现实性

相结合的方式去命题；另一方面是指在形式上应按
照各类试题编制的规范来呈现，其试题的设计在科
学性、规范性上的要求更高。

三、开放性原则
开放性原则要求在设计编制面试试题时，除少

量专业问题采用客观性试题外，其余应尽量做到一
题多解，答案没有标准之分，考生不论持肯定或否定
态度皆可，只要能言之有理，自圆其说。

四、灵活性原则
灵活性原则要求在面试试题的编制设计中，题

目的形式和内容都采用较灵活的做法，一方面为面
试提问留有一定余地，便于调动考生积极性；另一方
面，要营造面试所需的氛围，这样有利于调节考生的
紧张心理，使其充分发挥自身能力。

五、难度适中原则
难度适中原则要求所编制题目具有一定难度和

一定区分度，能将同一要素上处于不同水平的考生
区别出来，但不宜一味求新、求异、求难。

了解更多企事业单位招考面试资讯，一起关注
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的更多招考信息。福建省
人才培训测评中心常年专注于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的招聘录用等专业化培训，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熟
练掌握“讲、练、测、评”等教学方式，助您在“公平、公
开、公正”的面试招考中脱颖而出。

企事业单位面试的五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