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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关于举办 2021 年度“莆田工匠”职业技能大赛
——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莆田学院、
各有关单位、
行业协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和致首届
全国职业技能竞赛贺信精神，加快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推动我市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举办 2021 年度“莆田工匠”职业
技能大赛的通知》
（莆政办〔2021〕24 号），决定举办 2021 年莆田市第一届劳动
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竞赛，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工作部、莆田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协办：莆田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莆田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二）本次竞赛成立竞赛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下设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名单见附件 1），办公室设在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工作部。
二、竞赛工种、标准、
方式
（一）竞赛工种：
劳动关系协调员。
（二）竞赛标准：竞赛以国家高级工（三级）以上职业标准进行，竞赛内容由
理论知识、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内容为考核标准。
（三）竞赛方式：
竞赛分为两轮进行，
具体方式如下：
第一轮：采取上机作答，按 2021 年第四批全省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考
试执行；
第二轮：现场必答、现场抢答相结合的形式。
（四）评委组成：竞赛评委库由组委会 1∶3 以上比例成立专家库，由组委会
办公室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产生，负责对第二轮评分。
（五）专家库成员：成员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莆田工作部推荐报人社部门
审定，
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
热爱本职工作，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
（2）从事 5 年以上职业工作，并在该职业技术、技能方面获得较高声誉；
（3）具有本职业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4）原则上年龄应在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以下，
身体健康，
能够胜任裁判工作；
（5）能够自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秉公执法，
不徇私情；
（6）具有较高的裁判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熟练掌握竞赛规
则，现场运用准确、得当。
三、成绩评定
（一）个人第一轮成绩=理论成绩× 50%﹢技能成绩× 50%，成绩由高到低排
名，取参赛总人数的 20%选手进入第二轮总决赛。
（二）决赛第二轮各项成绩按照积分累积制。个人第二轮的成绩由个人必
答、个人抢答、个人风险抢答三个部分组成，总分一致，则参考风险抢答成绩，
如风险抢答成绩一致，则参考个人抢答成绩，依此类推。如通过上述规则分数
依然一致，则通过加赛一题风险抢答题决定获奖名额。内容包括专业技术、技
巧等。试题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命题。
（三）决赛第一轮成绩用于入围第二轮，决赛第二轮三个项目总成绩用于
最终排名依据。
四、竞赛时间
时间：第一轮 11 月 28 日、第二轮 12 月中旬
地点：暂定
五、参赛对象和组队方式
（一）参赛对象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 5 年（含）以上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具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具有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海峡人力与省仲裁院共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携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1 月 17 日下午，福建海峡人力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
人力”
）联合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以下简称“省仲裁院”
）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法治人社 志愿青春”主
题党日活动暨青年仲裁员志愿者进
企业活动（如图），旨在立足行业实际
和主责主业，把学习党史同总结服务
经验、提升工作水平相结合，依法用
工同防范化解劳动用工风险相适应，
更好地维护合作企业和广大外包、派
遣员工的劳动权益，营造和谐劳动关
系。
本次活动是双方普及劳动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重要实践活动。活动中，省仲
裁院副院长马红、主任修东升，围绕
外包、派遣业务的实际用工特点与管
理风险，对海峡人力“公司规章制度”
“员工调岗”
“ 工作年限合并计算标
准”等实际用工问题予以讲解并就预
防方案提出意见建议。
海峡人力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
对梳理解决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重点
难点问题、
积极预防化解劳动纠纷，
起
到教育、宣传和引导作用。作为国有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海峡人力今后将继续积极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企业相关工作，
促进行业企业诚信经营，
把维护客户和
员工劳动权益作为维系良好客户关系，提升服务品质
的法宝。
（通讯员 陈雅婷）

（3）具有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
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2 年（含）以上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具有大学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
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1 年（含）以上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备注：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是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
保障协理员、劳动保障专理员、社会工作者等与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功能具有
关联性的职业资格证书。
（二）组队和报名方式
1.本次竞赛为单人赛项，以各县区、市直职业院校分别组成代表队参赛，
每个代表队由 3～8 人组成，每支代表队必须由 1 名领队带队，市属职业院校直
接向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报名。报名对象经报竞赛组委会审核批准后，由组委
会办公室通知参加竞赛。
2.各参赛选手和有关单位直接到各县区人社部门技能鉴定机构报名和市
直单位报名，代表队应确定一名领队，负责组织本参赛队选手按照相关要求参
赛，
维护竞赛纪律和秩序，
代表本参赛队按照程序反映竞赛期间的相关问题。
3.各代表队应于 11 月 25 日上报选手报名表（附件 2）、代表队花名册（附件
3），并将电子及纸质文档报组委会办公室（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莆田工作部；地址：莆田市荔城区文献东路皇冠大厦 5 楼，联系人：龚梅，联
系电话：0594-2200020，邮箱：2798491841@qq.com）。
（三）选手报名材料
1.《第一届莆田市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附件 2）1 份；
2.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3.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1 份；
4.1 寸彩色免冠近照 2 张；
5.其他证明材料：毕业证书、学信网认证文档、在校生的学生证、原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等材料电子版及复印件。
报名地点：莆田市城厢区文献西路金保大厦一楼。
六、竞赛奖励
（一）授予个人奖证书。本次竞赛根据决赛第二轮总成绩设个人奖项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一、二、三等奖将按 1∶2∶3 的比例设置，获奖人数按参赛选
手的 20%确定），
由主办单位联合颁发荣誉证书。
（二）授予优秀组织奖证书。对在竞赛组织工作中领导重视、组织得力、工
作突出的单位，由主办单位授予“优秀组织奖”，原则上从参赛人数较多、获奖
人数较多的县区（院校）代表队或全程参与的主要承办单位中择优选取，表彰
名额不超过上述单位总数的 50%。
（三）对获得个人一、二、三等奖选手及参赛选手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四）获得本次竞赛个人总成绩排名第一名的参赛选手，符合规定的，向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授予“莆田市技术能手”称号；获得本次竞赛个人
总成绩排名第二、三名的参赛选手，符合规定的，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授予“莆田工匠”称号。
附件：
1.莆田市第一届莆田市劳动关系协调员职
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2.莆田市第一届莆田市劳动关系协调员职
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3.莆田市第一届莆田市劳动关系协调员职
业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1 月 10 日

守正创新科技靓网
——记国网福建电力博士后创新创业团队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于 2002 年经国家
人事部批准成立，依托单位设在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经过近 20 年的潜心耕
耘，现已发展成为“福建省企事业
人才高地建设单位”。近年来，博
士后科研成果通过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国网福建示范中心进行孵
化，形成了需求收集-设计-产品
研发-成果孵化-产品销售的“产
学研用”全产业链，为科研服务生
产畅通“最后一公里”。在第一届
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国
网福建电力共有 2 个博士后团队
进入全国总决赛。

平均年龄仅 35 岁的博士后研究团队核心成员

“基于大气腐蚀地图设计高性能环保防腐涂料”博士后创新团队
一图在手，
防腐无忧。该团队依托福建省纳米工业涂料工程研究中心和福建莆田材料环境腐蚀
与电力设备安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开展高性能防腐涂料攻关。团队充分利用电网分布范围
广、
覆盖区域全的特点，
搜集大气环境、
材料腐蚀和设备运行状态数据，
建立腐蚀基础数据库，
绘制了
国内首张大气腐蚀地图，
指导福建电力开展差异化防腐，
同时为全国的差异性防腐提供参考。
根据福建省高温高湿高盐雾的气候特点和电网现场实际需求，该博士后团队在电网设备防
护研究、电网材料老化、失效机理及防护方法等领域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先后设计了石墨烯改性
高性能防腐涂料、轻腐蚀地区使用的高性能水性环保涂料、防火涂层、超疏水涂层等产品，目前溶
剂型涂料已经实现量产销售，打破国外垄断，为电网设备安全保驾护航。

“山区城市生命线工程运行监测预警和灾害防治技术研究及应用”博士后创新团队
该团队依托国网福建电力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实验室，先后完成了一系列山区城市生命线
工程运行关键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生命线工程监测预警和灾害防治技术，为我国下一代智能
化、信息化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提供技术储备。团队技术研究经验丰富，完成了多个国家级
工程预警预研项目，实施了输电线路泉州官加线塔基边坡稳定实时监测等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
工程实践能力。
团队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高精度地评估了不同典型树种对土壤侵蚀的敏感度差异，
撰写的代表
性论文及相关成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Sung H.Back 教授、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郭正
堂院士等国内外知名团队的引用或高度评价。团队研究的成果获得省部级奖项 10 余项，
编制 3 项国
网公司企业标准。团队与陈志彪教授（全国脱贫攻坚
“创新奖”
获得者）共同合作，
先后完成了红壤丘
陵区严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等一系列水土保持相关科研工作。
（万芯瑗）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