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是国家人社部同意建设的全
国第 5家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按“一园多区”规划建设，
总建筑面积约 5万平方米。产业园核心园区依托福建省会福州
市中心鼓楼区，地处福州软件园，建筑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以福
建人才大厦和滨海新城数据园3期11号楼等为分园区。

园区突出海峡特色，立足福建，联动海峡两岸，充分发挥园区
整合资源、集聚产业、拓展服务、孵化企业、培育市场和信息服务
等功能，打造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专业服务两大平台，规划成六
大功能区：人才公共服务专区、人才交流及招聘服务专区、两岸人
力资源外包服务专区、两岸人力资源培训基地、创业创新创造孵
化区和人才科技项目转化专区。

截至2022年1月，产业园入驻企业70余家，入驻率达100%，其
中配套机构9家，从业人员900余人。营业收入约112.38亿元，税
收约4.3亿元，全年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66场，3.26万家用人单位
进场招聘，提供53.76万个岗位，达成就业或就业意向近10万人。

园区于 2018年 6月正式挂牌运营，通过四年的建设运营，园
区已逐步建成海峡两岸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集聚、培育、创新、示范
基地和高层次人才创业孵化基地，成为海峡两岸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产业园积极打造海峡人力云众创空间培育创新土壤，目前建
设有海峡人力云众创空间等开放式交流载体，为创业者提供资本、
人才、技术等相关资源与信息咨询服务，集聚优质人脉、技术、项
目、资金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建造海峡西岸功能齐全、服
务完善的创业创新创造服务集聚区，加速实现产业创新发展。

中国海峡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1.扶持政策

2.园区招商

产业园核心区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州软件园F区7号楼
福建人才大厦分园区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36号
滨海新城分园区地址：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镇大数据园
莆田产业园地址：莆田市城厢区九龙小区C区商务楼
招商电话：0591-87383182 丁先生

0591-87383152 郑女士

2022年7月，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入选第十一批国
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基地，成为福建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直
属的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
中心，多年来严格按照国

家人社部、福建省人社厅有关要求，大力开展继续教育基地建设，为
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提供重要平台，为推动专业技
术人才继续教育创新发展提供重要抓手，在培养中高级专技人才、提
升能力素质、促进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自列入省级继续教育基地以来，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连续
8年被福建省人社厅列入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推荐施训机构，充
分发挥了继续教育基地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年培训专业技术人
员超 30万人次，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超 200万人次。以丰富的培
训课程、优质的学员服务，受到学员一致好评。

自主开发运营的海峡数字人才培训云平台，系统稳定，功能齐
全，操作便捷，符合三级等保要求，有效保证信息数据安全。

建有教育、卫生、建筑工程、农林、环境、文旅等29大类近4000门
专业科目精品课程。

建有中级以上职称专（兼）讲师师资库共 2218 人。其中教授
422 人、副教授 63 人、企业专家高管 444 人、科研院所院士等 178
人、台湾专家讲师 148人，可满足全国各序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个性化需求。

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指导下，福建海峡人力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福建海峡人才网络资讯有限公司、北京金
信润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发起
成立“海峡数字经济人才创新联盟”（以下简称

“联盟”），“联盟”将吸纳福建省内外大型 IT企业
作为联盟副理事长和盟员单位，同时将联合阿里
教育、紫光教育、苹果教育、新华三、来也科技等
IT培训行业龙头，在省内外高校成立“海峡数字
经济人才创新俱乐部”，通过建设公共实训基地，
搭建“学生实训+企业认证培训+就业生态体
系”，举办技术沙龙活动和技术竞赛等一系列活
动，为在校学生提供技术路径图谱，提高学生的
技术技能和就业服务。

依托“联盟”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联盟成员充
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共同推进培养与数字行业需求相契合的人才，
提升数字人才的对口就业率，促进数字人才从“供
给—需求”单向链条转向“供给—需求—供给”动
态循环链条，优化人才就业输送通道和资源合理
配置，助力推进数字经济产业人才高地建设。

海峡数字经济人才创新联盟

为促进福建“四大经济”领域人才项目对接，服务海外人才来闽
就业创新创业，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会同相关单位，向全省75家高校、
科研院所、创新实验室及“四大经济”代表企业，征集了 1673个海外
人才职位需求。

更多详细信
息可扫描二维码
下载查阅

请 有 意 应 聘 者 将 简 历 发 送 至
308050676@qq.com，邮件标题：姓名+应聘单
位+岗位名称。

联系电话：0591-87629650、87676833
微信号：308050676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36号福建人

才大厦605室

福建“四大经济”领域
2022年海外人才重点需求

单位名称

福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

闽都创新实验室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岗位名称

教师

研究员

研究员

光伏设备开发工程师

IC设计工程师（通信
方向）

首席安全专家

临床医师

资格条件

基础数学、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
制论、统计学、理论计
算机科学、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等相关专业博
士

在相关科研领域有突
出成绩及自主知识产
权成果，在高水平国际
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
术论文

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
创造性成就或做出重
大贡献，具有世界级科
学家的学术水平

机械设计、电气及自动
化、高端装备制造等专
业硕士以上学历

硕士以上学历，熟悉
Verilog、 SystemVeril-
og，WiFi，BlueTooth，
Zigbee 等任意一种无
线通信系统物理层设
计
澳洲、欧洲或非洲等海
外工作经历 3 年及以
上；持有注册安全工程
师、安全评价师或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
核员等相关资格证书
优先。

具备博士学位，年龄超
过40周岁须具备副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年龄超过 45 周
岁须具备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年
龄超过50周岁须为省
级专科学会常委；在其
所在领域具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及影响力

薪酬待遇

年薪 30 万元，另有安
家补贴25-30万元、科
研启动费5万元~15万
元、生活津贴12万元、
住房补助14万元

精英和技术英才博士
后实行25万元的协议
薪酬，提供配套齐全的
博士后专属公寓，鼓励
优秀博士后留所工作，
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
10万元。

协议薪酬不低于 140
万元；生活补助：300
万元（国家及地方人才
补贴可叠加）；提供人
才公寓；

年薪50万元,提供员工
宿舍

年薪150万元

年薪120万元

最高年薪210万元、安
家补助300万元、科研
启 动 金 550 万 元 ；省
外、海外引进人才，根
据业绩成果还可享受
相应层次省财政引进
人才生活津贴和住房
补助。

为进一步激发产业科创供需两端活力，拓展巩固企业需求端与
高校院所供给端的创新资源对接，促进人才、技术、成果等创新资源
加速向企业汇聚，助力产业创新发展，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征集了一批

“揭榜挂帅”技术需求、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
“揭榜挂帅”技术需求：
> 海洋岩土工程勘察精确分层及参数选取的方法
> 光传输系统用复杂光电集成模块及解决方案研发
> 人工智能产业中声像识别关键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
> 工业机器人多组运动控制系统及轨迹算法
> 区块链技术高性能共识算法、智能合约等技术突破
技术成果：
> 系统级预测性维护及质量提升技术
> 钠（锂）电池用先进磷碳负极材料
> 半导体光刻胶成膜树脂制备技术
> 基于硅基外腔芯片的窄线宽连续调频激光器
> 中厚板高质量焊接技术与装备
联系电话：0591-87629650、87676833
微信号：308050676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36号福建人才

大厦605室

“揭榜挂帅”技术需求、高校科研院所
技术成果

更多详细
信息可扫描二
维码下载查阅

《海峡人才
报》创办于 1989
年 5 月，由中共
福建省委人才办
指导，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主管主
办，是福建人才
工作专业报。

《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源工作者、各级
各类高层次人才
和创业创新人
才、大中专院校
就业指导老师及
毕业生、流动求
职人才，专业宣
传全省人才人
社工作，宣传全
省优秀人才人
物典型，宣传重
点领域人才开
发管理经验，发
布解读国家及
福建省最新出台
的人才人社政
策，发布人才就
业创业创新和人
力资源市场实
用资讯，已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
行业内有一定
影响力的人才
类专业媒体。

《海峡人才
报》对开版面，彩
色印刷，逢周三出
版，邮发代号：
33-37，扫“中国
邮政微邮局”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海峡人才报》“一
键订阅”二维码订
阅。客户订阅电
话：11185；中国
邮政报刊在线订
阅 网 址 ：
BK.11185.CN；
合作服务电话：
010-68859199；
报纸发行热线：
0591-87383032。

扫码订阅《海峡人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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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是福建省人民政府与
原国家人事部于 1998年 1月在福建人才智力
开发服务总公司基础上共同组建的国家级人
才市场，是省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综合性大
型人才服务机构，拥有国家级人才市场、国家
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两个“国家级”的牌
子，现有员工 500多人，每年为 10余万家次用
人单位近 200余万人次各类人才提供人力资
源全产业链服务，打造覆盖全省、连结两岸、
拓展海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致力建设国
内一流、国际先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个国家级牌子
国家级人才市场

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 5大业务板块
人才公共服务
招才引智服务
闽台港澳人才交流合作
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和人力资源产业

集聚
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1家新三板企业
福建海峡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多次荣登 HROOT 全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0 强

●23个引才联络站

在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建立 23 个引才
联络站

●26个工作部
在全省各地设立26个工作部
●75万份流动人才档案
保管服务75万份流动人才档案，占全省人

事档案总量的六分之一
●200余万人次各类人才
每年为 10余万家次用人单位近 200余万

人次各类人才提供公共就业、人才招聘、人才
培训教育、社会化招考、人才测评、人才（劳务）
派遣、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灵活用工等人力资
源全产业链服务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赶紧看赶紧看！！人才招引育合作对接商机都在这儿人才招引育合作对接商机都在这儿
——投洽会“智汇东南”人才馆展示内容介绍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投洽会”）期间，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B4 展厅设

立“智汇东南”人才馆特展，为参会单位提供招才引智对接和人力资源服务合作商机。为让读者更全面了解“智汇

东南”人才馆，现将展示内容予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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