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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化小组面试中，除了答题本身
要高质量之外，最后的点评和回应环节也
是考查重点之一。很多考生往往非常重视
轮流答题的内容构建，却忽视点评回应环
节的最后亮相机会，不懂如何点评和回应，
只会机械应对，最后草草收场。因此，要想
表现更出彩，需要考生提高对于点评、回应
的把握。

明确点评回应原则，礼貌待人。点评
回应的目的是学习优点、发现不足、改正问
题，不是驳倒对方或打压对方，考生要秉承
团队精神。在点评和回应时眼睛应正视其
他考生，注意措辞，面带微笑，手势恰当有
礼，有条理地说清自身内容，并注意倾听他
人发言内容，为自己的回应发言做准备。

点评回应顺序要记牢。以三人为例，
三位考生分别为A、B、C。首先A点评B、
C，B、C分别回应A；然后B点评C、A，C、A
分别回应B；最后C点评A、B，A、B分别回
应C。

点评要有理有据，客观全面。根据考

生答题内容进行点评，既要点评优点，又要
说明不足，还需给出中肯的建议。如：“B
号考生在作答第一道漫画题时能够另辟蹊
径，从正向角度解读出XXX新的观点；在
第三题劝说他人时能站在小王的角度分析
问题，句句在理，既分析出小王出现问题的
原因，也说明了危害，最后给出中肯的建
议。如果我是小王，我也会听从B考生的
建议，这证明B号考生是一个思维缜密、思
虑周全的人，值得我去学习。”

回应要针对具体，适当补充。要根据
对方点评内容，有针对性地回应，优点夸赞
要感谢，缺点指出要明确答复。

——只点评优点的回应。“感谢X考生
的认可，能够入情入境地劝说他人也得益
于我日常生活中经常在身边朋友情绪低落
时进行耐心劝慰。当然，您在……题目答
题时的……也非常值得我学习”。

——只指出缺点的回应。“感谢X号考
生的耐心指正，确实在XX部分我存在一
些问题，您刚才的点评也让我有了新的想

法，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如果
部分点评存在失实的情况，也要明确指出，
如：“感谢 X 号考生的耐心指正，但是
在……部分可能是您没听清，我当时的表
述是……不过确实在……部分我存在一些
问题，您刚才说的也让我产生了新的想法，
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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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试招考中一臂之力。

报名时间：即日起报名，培训时间
5 天

培训地点：福州市软件园F区7号楼
13层
福州东大路人才大厦8层

联系电话：0591-87668582 87668579
18950242455 13600802246

联系人：林老师、吴老师

如何在结构化小组面试中做好点评和回应

今年以来，莆田市城厢区立足发展实
际，大力培养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创新创业、
推动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不断发展壮大
技能人才队伍。

做优“自主评价”
探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试点

工作，完善建立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相结
合、职业技能标准与岗位要求相结合、考核
评价与企业聘用相结合的“评聘合一”技能
人才评价体制，推动企业加快实现人才创
新、技术更新、工艺革新。全区现有莆田市
理工技术学校、六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闽
医堂3家机构率先备案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累计组织各类技能评价千余人次，其中
考核通过率约20%。

做活“共赢合作”
搭建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联培”桥梁，

采用专业共建、“双师”培养等人才联合孵化

方式，将校企合作、学生就业、企业招工难等

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学校、企业、学生、社会

四方多赢的良好局面。目前，联发莆田电商

城已分别与莆田学院、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签约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力奴鞋业等龙

头企业已与莆田市理工技术学校达成人才

培育孵化合作协议。

做精“沙场点兵”
积极为优秀技能人才搭建展示舞台，今

年以来举办“工匠杯”、“巧手匠心”等特色技

能大赛12场次，范围涵盖鞋业、工艺、电商等

八大类行业（工种），带动超800名技能人才岗
位大练兵，其中 12人获得区级“职业技术能
手”称号，颁发专项职业能力证书179本，推动
形成“以赛促评”、“以赛代评”人才格局。

做实“真金白银”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鼓励和支持企业开

展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依托 1个省级工业园
区技能提升中心、10家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16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10家技能大师工作
室等线下优质平台，同步拓展线上培训、以
工代训等新型模式，不断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技能培训积极性。今年以来，为各类补贴性
培训拨付补助资金 111.3万元，惠及技能人
才 1520人次，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人才210人。

实施技能人才提升工程

城厢区涵养人才“蓄水池”
近日，莆田市城厢区人社局与龙桥街道下磨社区联合开展“喜迎国

庆·庆祝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旨在深入推进“机关+社区”党组织结对
共建。

活动中，社区长者们在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里欢聚一堂，开展文艺
演出和游园猜谜语、击鼓传花等活动。同时，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对老年
朋友们进行社保政策宣传，并慰问企业退休困难老人，为他们送去温暖
和祝福。

根据城厢区实施“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工程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区
人社局将进一步推动机关干部力量、服务资源“双下沉”，常态化组织在
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力所能及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夯实基
层基础、做实基层党建。

城厢区人社局
推进“机关+社区”党建共建

莆田市凯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莆田市凯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2004年年，，注册资金注册资金10011001
万元万元，，是一家致力于为政府是一家致力于为政府、、企业企业、、司法司法、、教育教育、、医疗医疗、、金融金融、、能源等行能源等行
业提供一站式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运维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业提供一站式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运维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依托高新技术公司依托高新技术，，为广大客户提供软件开发为广大客户提供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系统集成、、综合综合
布线布线、、安防监控安防监控、、楼宇智能楼宇智能、、保密业务保密业务、、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安全运维等服务安全运维等服务，，
以及智慧社区以及智慧社区、、智能园区智能园区、、智慧法庭智慧法庭、、智慧监狱智慧监狱、、智慧斑马线智慧斑马线、、55GG、、AIAI
智能等信息化系统工程的设计智能等信息化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施工、、售后及技术咨询等服务售后及技术咨询等服务。。

公司先后通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认证公司先后通过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认证、、安防安防
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二级资质认证工程企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二级资质认证、、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
三级资质认证三级资质认证，，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软件安全开发服务三级资质认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软件安全开发服务三级资质认
证证、、信息系统服务交付能力四级资质认证信息系统服务交付能力四级资质认证、、ISOISO90019001质量体系认证质量体系认证，，
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莆田市守合同莆田市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重信用企业、、莆田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莆田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莆田市数字经济协会莆田市数字经济协会
会员单位会员单位、、莆田市企业家与企业家联合会会员单位莆田市企业家与企业家联合会会员单位、、莆田市守合同莆田市守合同
重信用协会会员单位重信用协会会员单位、、福建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等福建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等。。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丰富的系统开发经验丰富的系统开发经验、、完善的服务完善的服务
体系体系；；具有软件著作权具有软件著作权2626项项，，实用型专利实用型专利66项项，，认证信息安全保障人认证信息安全保障人
员员、、认证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认证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认证中级项目经理数名认证中级项目经理数名，，为为
客户提供专业系统的信息化服务客户提供专业系统的信息化服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秉承““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诚信至善诚信至善””的经营理念的经营理念，，以人以人
才创造科技为原则才创造科技为原则，，以科技服务市场为导向以科技服务市场为导向，，将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饱满的服务热情饱满的服务热情，，为客户提供全新的科技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新的科技服务。。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11：：安防工程师安防工程师（（55人人））
薪资薪资：：40004000元元~~60006000元元//月月
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1..与客户沟通与客户沟通、、跟踪项目中产品的运行状况跟踪项目中产品的运行状况，，及时了解接收客及时了解接收客

户反馈信息户反馈信息，，并提供技术支持并提供技术支持；；22..进行公司产品技术层面的日常服进行公司产品技术层面的日常服
务工作务工作，，包括远程包括远程//现场解决客户在产品应用上的疑惑和问题现场解决客户在产品应用上的疑惑和问题；；33..负负
责公司产品的售后维修工作责公司产品的售后维修工作，，参与新设备的安装调试参与新设备的安装调试；；44..完成领导完成领导
交代的其他相关工作交代的其他相关工作。。

任职资格任职资格：：
11..计算机相关专业计算机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中专以上学历；；22..工作责任心强工作责任心强，，有较强的有较强的

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能吃苦耐劳能吃苦耐劳，，上进心强上进心强，，服从上司工作安排服从上司工作安排；；
33..能熟练操作安装监控软件能熟练操作安装监控软件；；44..有经验者优先考虑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22：：政府驻点人员政府驻点人员（（33人人））
薪资薪资：：面议面议
岗位职责岗位职责：：技术支持技术支持、、协调协调，，并参与项目管理维护并参与项目管理维护
工作地点工作地点：：涵江区涵江区
任职资格任职资格：：
11..男性男性，，大专或以上学历大专或以上学历，，计算机应用及相关专业计算机应用及相关专业；；22..熟悉计算熟悉计算

机软硬件应用及维护知识机软硬件应用及维护知识，，熟悉网络技术熟悉网络技术，，有同行业工作经验者优有同行业工作经验者优
先录取先录取；；33..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能吃苦耐劳能吃苦耐劳，，上进心强上进心强，，
服从上司工作安排服从上司工作安排。。

招聘岗位招聘岗位33：：技术员技术员（（1010人人））
薪资薪资：：35003500元元~~50005000元元//月月
任职资格任职资格：：
11..男性男性；；22..计算机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33..工作责任心强工作责任心强，，

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能吃苦耐劳能吃苦耐劳，，上进心强上进心强，，服从上司工服从上司工
作安排作安排。。

福利待遇福利待遇：：
11..转正后缴纳五险转正后缴纳五险；；22..公司给所有员工额外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给所有员工额外购买商业保险；；33..

每年传统节日的节日福利每年传统节日的节日福利；；44..年底奖金制年底奖金制；；55..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
调休调休。。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359902291713599022917
面试地址面试地址：：莆田市城厢区梅园路炉江大厦莆田市城厢区梅园路炉江大厦33FF

莆田市凯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招聘

序列

1

2

3

4

5

6

7

企业名称

中安（莆田）消防服务有
限公司

莆田市凤凰百货有限公
司

福建东南保安守押有限
公司

天利仁和物业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
司

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
司

蜂行者（莆田）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地址

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
道云商街287号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
道联创双子星C-1-B栋

10楼

莆田市城厢区华林工
业区荔华西大道1689

号

莆田市城厢区华友实
业19楼

莆田市城厢区华林经
济开发区

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
霞皋民营工业区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
道胜利南街1686号

联系人

范雅彬

黄女士

张先生

方女士

何先生

胡先生

王女士

联系电话

17359064119

17350948010

13860928357

15980349851

15080107988

18259120490

17759022380

岗位名称

技术员

储备干部
硬件维护员

电工
制冷工

平面设计
企划经理

罗屿码头门卫保安
秀屿港码头门卫保安
莆头码头门卫保安

秀屿港码头保安队长
仙游银行保安

市区银行监控保安员
各村镇银行替班男女保安

储备干部岗位
保安

车间操作工
后勤管理
双针工
单针工
万能
泡泡棉
贴底
面胶

刷处理剂
大包缴库
套楦
普工
领料员

车间卫生员
裁断机手
搬运
仓管
压衬
压标
印刷
版师
印刷工
高频工
挂钉

机修岗位
美容岗位
学徒岗位

服务顾问岗位
洗车岗位

招收人数

8

30
2
1
1
2
1
3
3
2
1
1
1
16
2
2
88
2
5
20
5
3
10
5
5
3
5
10
1
1
5
2
1
3
2
3
2

数名
数名
数名
4
2
4
2
3

需求总人数

8

37

27

4

90

100+

15

城厢区企业近期招聘信息

（上接１版）
溅射靶材等PVD镀膜材料是

新型显示面板、半导体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上游关键材料，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高。过去，这一材料掌
握在国外企业手中。

突破“卡脖子”技术，亟须夯实
人才队伍。阿石创人力资源总监
游文立告诉记者，除引进海内外高
端人才，公司还实施“繁星计划”，
着力自主培养、建设一支百人科技
团队。

在厚实的人才队伍保障下，阿
石创攻克了多款高端溅射靶材的
技术难点，成为国内 PVD镀膜材
料行业设备最全、技术最先进、产
品最多元的龙头企业之一。

去年 11 月，阿石创与郑州大
学何季麟院士团队合作的项目突
破了大尺寸 ITO 靶材技术难点，
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如
今成果已在京东方等面板生产线

应用。
近年来，我省多措并举，引导

企业建立完备的研发创新人才
体系。

将“引进生”机制引进到民营
企业，进一步拓宽我省民营企业人
才队伍源头活水。过去一年，工信
部门做好清华、北大、人大 3场综
合类引进生宣讲活动，将 23家民
营龙头企业 317个岗位纳入选拔
公告；协助宁德时代、三棵树、新大
陆等重点企业招收上海交大等名
校引进生。

同时，健全国家、省、市三级企
业技术中心梯次培育机制，持续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2021 年，全省
新增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4家、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8家、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49家、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超 120家，形成梯次发展的创
新主体。

（福建日报记者林侃 林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