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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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是社
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稳就业既是稳经
济、稳预期，也是稳民生、稳信心。去
年底以来，国务院、省、市接连出台《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9〕28 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
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
6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若干措施的通
知》（闽政〔2020〕4 号）和《莆田市人民
政府关于强化稳就业政策举措落实的
通知》（莆政综〔2020〕39 号），对做好稳
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要求在前期已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再制定十条措施，
切实把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抓紧抓实抓
细抓到位。

基本特点

一是突出精准性、操作性、时效性，
确保切实管用。二是聚焦企业稳岗减
负，以及重点群体就业需要，扩就业保就
业并举，着力解决实际困难。三是针对
关键点和薄弱环节，将有限财力和资源
用在刀刃上，应急举措和长效机制相结
合，切实兜住稳就业民生底线。四是逐
条明确十条措施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
位，责任明晰、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主要内容

《十条措施》包括了就业指导、稳岗减

负、用工服务、技能培训、岗位开发、创业
带动就业、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方面内
容，基本涵盖了涉及中小微企业脱困发展
的关键环节。

加大援企业稳岗力度。在《十条措
施》第二条、第三条，分别从帮助企业稳工
用工方面提出具体措施，通过实施稳岗返
还、落实减费降税政策、加大企业用工服
务补助力度等方面帮助企业稳定就业岗
位。

多渠道扩大就业岗位。在《十条措
施》第四条，从保居民就业角度，千方百
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退役
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其中高校毕业生

就业是重中之重。同时，加强公益性岗
位开发，兜底保障困难群体就业。加大
就业支持力度，促进退役军人多渠道就
业创业。鼓励多渠道灵活就业，扩大就
业岗位供给。

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在《十条
措施》第九条、第十条，提出对企业招用高
校毕业生、中小微企业吸纳本区户籍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补助的具体标准。同时，支
持企业、政府投资项目、科研项目挖掘就
业见习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并
优先留用。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在《十条措
施》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从提高劳动者

职业技能水平和培养产业人才需求出发，
鼓励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多形式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实施“十项技能提升培训工程”，
对符合规定的给予培训补助。在华林园区
创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在《十条措施》
第八条，从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发放范围，
鼓励开发新兴行业创业培训项目等方面
提出支持创业带动就业的具体措施。

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在《十条措施》
第一条，对精准实施帮扶措施提出了具体
要求。通过加大岗位信息收集，强化就业
援助等，进一步做好用工保障和指导服
务。 （城厢区人民政府官网）

莆田市城厢区稳就业保就业十条措施
政 策 解 读

各镇（街道）妇联、劳动保障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高技能
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
高技能人才建设，进一步弘扬工匠精
神，为广大一线技术工人提供展示交流
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的平台，提升我区
家政服务行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综合
素质。按照《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举办 2020 年度“莆田工匠”职业技能
竞赛的通知》（莆政办〔2020〕41 号）文件
精神，经研究，决定 8 月份举办 2020 年
度“莆田工匠”技能大赛城厢区“巾帼
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活动由城厢区妇女联合
会、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
主办，莆田康乃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城厢区职业技能鉴定站承办。为保证
竞赛活动有序良好的进行，特成立 2020
年度“莆田工匠”技能大赛城厢区“巾帼
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组委会，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附件 1），设在莆田
康乃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二楼办公室，
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筹备和报名发动
宣传工作。
二、比赛项目及考核标准

（一）竞赛工种：育婴员。

（二）竞赛标准
1.本次竞赛按照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

四级（中级工）标准进行。竞赛内容由理
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组成，成绩按百
分制，试题均由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从国家题库中抽取，理论知识采用闭卷笔
试办法，技能操作采取现场操作，评委现
场评分的办法进行，参赛选手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

2.本次竞赛评委由市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负责现场对
参赛者的试卷和技能操作进行评审，评委
名单报组委会审定。

3.选手竞赛总成绩计算方法为：个人总
成绩=理论成绩（100分）× 20%+操作技能
（100分）×80%。理论时间：时间90分钟，闭
卷完成，考试内容含婴幼儿基础知识、生活
照料、保健与护理等内容，题型包含选择题
和判断题等；技能操作：时间20分钟。成绩
皆达60分以上者为合格。比赛总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排列名次，竞赛总成绩相同时，以
技能操作成绩高的名次在前。

（三）竞赛有关事项按《莆田市职业技
能竞赛管理办法》执行。
三、参赛对象与报名方法

（一）参赛对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
可报名）

全区家政服务、母婴护理及早教等相关
行业在2020年前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
级/中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从业人员；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8年（含）以
上的从业人员，经用人单位推荐选手应为技
术精湛且对本单位贡献有突出人员；全区范
围取得本专业（学前教育、护理类）及相关专
业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

（二）组队方式
本次竞赛以企业组队方式参加（组委

会不接受个人直接报名），每个代表队由
3~6人组成，每支代表队必须由 1名领队
带队。参赛对象经报竞赛组委会审核批
准后，方可报名参加竞赛。

（三）报名材料
由各参赛企业向组委会办公室报送

以下材料电子版（标注姓名）并发送邮箱
181314447@qq.com。

1.2020 年度“莆田工匠”技能大赛城
厢区“巾帼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代表
队花名册（附件3）各2份。

2.2020 年度“莆田工匠”职业技能竞
赛选手报名表（附件2）表格需选手亲笔填
写并签名，对真实性内容负责。以工作年
限为条件报名的需提供从事职业工种年
限证明（由所在企事业单位出具）一份。

3.选手的个人近期两寸免冠白底彩色
证件照 5张及电子照片（①正面免冠白底
彩色证件照，人像在照片矩形框内水平居
中，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3，不着制服或白
色上衣；②照片为介于 20K到 40K之间的
jpg格式，并填充满在线考务平台相片框；
③严禁使用扫描图片、翻拍照片）。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时间定为 2020年 8月 2日，竞赛

地点设金海湾酒店。
四、表彰和奖励

1.本次竞赛选手按个人总成绩高低梯
次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获
奖人数按参赛选手的 20%确定，一、二、三
等奖将按1∶2∶3的比例设置），由城厢区妇
女联合会联合和城厢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给予颁发一、二、三等奖荣誉证书。
获得总分第一名选手由城厢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授予“莆田市城厢区技术能
手”称号，颁发证书。

2.获得一、二、三等奖且理论和实操均
合格的选手按程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申请高级工（三级）职业技能资格
证书；其他理论和实操均合格的选手按程
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中级
工（四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已取得相
应证书的选手不再上报申请取证。

3.对成绩突出的代表队由组委会颁发
“团体奖”，“团体奖”设一、二、三等奖各1队，
分别授予奖牌和证书。成绩评定以每队取
成绩最高的3名参赛选手的总分排名。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
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意识到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活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对
竞赛活动的认识，周密部署，安排专人负
责，组织人员踊跃参加，确保竞赛工作有

序进行。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竞赛
活动，加强沟通，保持信息畅通，及时研究
解决竞赛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二）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各单位要充分依托微信、微博、广播、

报刊等相关媒体，加大竞赛活动的宣传力
度，丰富宣传手段，创新宣传形式，提高宣
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竞赛影响，营
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监督，确保公正
竞赛承办机构要严格按照竞赛的标

准和原则，严肃考务工作，确保竞赛的公
开、公正、公平。竞赛中不得冒名顶替、弄
虚作假，一经发现，组委会将取消参赛资
格和比赛成绩。
六、其他事项

竞赛的具体安排、评判细则和竞赛要求
由竞赛组委会另行通知，详细见竞赛手册。

附件（下载链接 http：//www.chengx-
iang.gov.cn/zwgk/gsgg/202006/t20200630_
1500495.htm）：

1.2020年度“莆田工匠”技能大赛城
厢区“巾帼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2.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3.2020年度“莆田工匠”技能大赛城厢区

“巾帼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代表队花名册
城厢区妇女联合会

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6月28日

关于举办2020年度“莆田工匠”技能大赛城厢区“巾帼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关于公布莆田市城厢区2020年第三批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见习岗位的通知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见习单位

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需求岗位
进项发票管理员

出纳

资金核算会计

审计

税务管理会计人员

办证人员

学历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业
财务会计、会计学相关专业

财务会计、会计学相关专业

财务会计、会计学相关专业

财务会计、会计学相关专业

财务会计、会计学相关专业

财务会计、会计学相关专业

人数
2

3

2

2

2

1

12

联系人

刘少娟

联系电话

15260276158

莆田市城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7月1日

注：见习单位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见习岗位进行调整。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等六部门关于实施三
年万名青年见习计划的通知》（闽人社文
〔2019〕8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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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面
向全区8家毕业生见习基地征集了第三批12
个见习岗位，现予公布。请各见习基地按照
文件要求，规范、有序开展毕业生见习活动，
及时掌握了解本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失业
青年的就业意愿和就业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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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组织
并发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失业青年与我区
就业见习基地直接对接。

莆田市城厢区2020年第三批见习岗位征集汇总表

1.莆田市大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机修工、机修学徒、收银员
联系方式：17705040009
2.深圳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普工、技术员、工程师
联系方式：18659451828
3.福建宏锯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电话销售专员、渠道经理
联系方式：13805055475
4.福建东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平面设计、军事教练员
联系方式：17326680179
5.天喔（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化验品控、储备人才
联系方式：19959559635
6.溢通环保科技（莆田）有限公司
岗位：检测员、化验员
联系方式：0594-6705641
7.福建拓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市场专员、外卖骑手
联系方式：13290839214

8.莆田市顶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教育顾问、行政专员、课程顾问、
教师、电话营销
电话：15960380954
9.方家铺子（莆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跨境电商、运营经理、产品经理、
企划专员
联系方式：0594-3601029
10.莆田市文献便民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应付会计、叉车司机、安防稽核
员、夜班货车司机
联系方式：18059922778
11.莆田市城厢区安心房产有限公司
岗位：店长及储备店长、置业顾问
联系方式：13950797628
12.福建省安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岗位：安全工程师
联系方式：0594-2288663
13.莆田市凤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岗位：母婴护理师、养老护理员、家
政员
联系方式：0594-6612580

14.莆田市飞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楼栋管理、售楼处客服、物业工
程水电工、安防员
联系方式：18159000727
15.福建陆加叁商贸有限公司
岗位：店长、超市部经理、会计
联系方式：0594-2658599
16.莆田市九龙谷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岗 位 ：信息技术经理、出纳、餐厅
经理
联系方式：19959555909
17.天桂（福建）食品有限公司
岗位：电商运营、电商客服、市场部
经理
联系方式：13799627894
18.福建省龙嘉路桥发展有限公司
岗位：仓库管理员、水电工、财务总监
联系方式：15160451579
19.莆田市房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家居网络编辑、微信内容编辑、
房地产编辑记者
联系方式：18005940365

20.莆田市三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厢希尔顿逸林酒店

岗位：安全员、弱电主管、主办会计
联系方式：0594-2358888
21.联发集团厦门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置业顾问、拓销专员、大客户经
理、销售实习生
联系方式：15205992891
22.厦门联发（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莆田分公司
岗位：消控员、客服员、工程主管、项目
经理
联系方式：0594-2510011
23.莆田国投云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岗位：金融专员、后端工程师、APP开
发工程师、财务经理
联系方式：0594-8987328
24.郭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岗位：人力资源主管、针车工、电脑、针
车组长、化工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联系方式：13386908168

25.东南艺术纸品股份公司
岗位：环保技术员、高频工、车间统计、调
墨员
联系方式：18905042982
26.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形象顾问、管理培训生、导购、京
东唯品会运营
联系方式：15060322096
27.莆田市北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托教储备管理人员、分校校长、
人事助理、教学主管
联系方式：15860062908
28.福州国美电器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
岗位：营业员、储备主任、店长、副店长
联系方式：15260953760
29.福建省希邦雅连锁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岗位：策划专员、市场专员、客服专员、
口腔护士
联系方式：13599008778
30.莆田喜盈门物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岗位：招商、企划营销
联系方式：18159012187

近期莆田市城厢区企业招聘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