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帝视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高
钦泉

竹子绿色环保，生长速度快，已逐渐代替
木材成为家具等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材料。然
而，竹加工产业缺乏行业标准，竹片缺陷种类
繁多，仍依靠人工进行分拣，人工成本高且误
检漏检概率高，竹条缺陷分拣成为竹加工行
业发展的关键，急需智能化转型。

高钦泉和童同博士自主研发基于人工
智能与计算机视觉的智能竹条分拣机，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和自

动化技术，高效赋能传统工业企业。他们
将人工智能与机器视觉检测技术有效应用
于竹加工产业，解决行业痛点。通过传统
算法与AI算法相结合，高效检测缺陷，降低
报废率；运用高精检测装置配合可调机械
手节约人力物力，提升日常量；搭建工业级
混合数据云平台，增大数据集体量、提高准
确率。该项目入选2019年数字福建百项人
工智能应用示范项目。

福建亿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帅文

福建亿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电子商
务为主要经营项目，主营文鑫莲业自产莲
产品，以及 OEM 销售周边特色农产品。
2018—2019 年，公司对“建莲”品牌与产品
进行文创开发与包装升级，完善电商渠道，
开设电商平台。2020 年，公司提升供应链
体系，围绕贫困户脱贫精准帮扶，围绕村财
增收精准施策，围绕产业基地建设精准指
导，打造“田管家”产业扶贫新模式，结合

“有机基地+农户+工厂+电商门户+旅游”
的垂直电商模式，实现“建莲”生态食品品

牌与电商销售业绩的快速提升。
公司合作帮扶 6 个村，扶贫 39 户 138

人。在三明市建宁县濉溪镇大源村拓展村企
合作，以土地流转方式并引入“田管家”模式，
建立首个生态有机莲基地“坪上梯田莲海生
态有机莲基地”，带动农户30余户，其中贫困
户2户10人。农户可享受公司提供的相关技
术培训、科技支持，获得相对稳定且较高的土
地流转收益，减少种植投入和管理风险，还可
以通过入股分红、反包莲田种植、优先安排务
工等方式，增加工资性、财产性收入。

集美大学鳗鲡现代产
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国家鳗鲡产业科技
创新联盟理事长江兴龙

水产养殖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之一。江兴龙长期致力于科技精准扶贫，
帮助贫困山区和滨海渔村农民因地制宜发
展绿色水产养殖，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

在连城县松洋村，江兴龙指导村民开
展“一稻一渔”模式，每年只种一季稻，同
时在稻田里开沟和挖 5%～10%面积的小
坑塘，开展稻渔兼作，待稻子成熟收割后，
稻田四周田埂再加高并注水，形成一个临
时池塘，从而更好地高产养鱼，进行稻渔
轮作。一亩稻田可养 600～1000 斤的鱼，
增加收入千元，比单纯种稻增加了 4 倍以
上的收入。

江兴龙还指导村民开展池塘健康养殖
技术，使用吸泥泵清淤池塘，让渔塘的水更
深，指导种植优质牧草结合颗粒配合饲料
养殖草鱼。积极争取项目支持，甚至“自掏
腰包”补助村民购买鱼苗，促进技术推广，
大幅度提高养殖成活率。指导三明、南平、
龙岩等地发展鳗鱼绿色养殖，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与养殖尾水环保排放，推动农民增
收致富与保护绿水青山并举。

此外，江兴龙与诏安县水产技术推广
站合作开展池塘生物膜绿色养殖技术示范
推广，为养殖者实现增收151万元，扭转了
南美白对虾池塘养殖亏损局面。

海归英才精准扶贫典型事迹

3人才

一、人力资源服务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

代理；
2.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
3.发布人才招聘信息服务；
4.从事互联网发布人才供求

信息；
5.职业介绍、开展职业指导咨

询服务；
6.向用人单位推荐人才；
7.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招聘引

进人才；
8.国内劳务派遣服务；
9.承接劳务外包服务；
10.人才专题研究服务；
11.人才需求预测服务；
12.人才无忧托管服务；
13.代理举办人才招聘会和创

业大赛活动等。
二、政府购买服务

1.基本公共服务；
2.社会管理性服务；
3.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
4.技术性服务；
5.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项

等服务。
三、培训教育服务

1.职业技能培训；
2.继续教育；
3.学历教育；
4.机关、事企业单位业务培训

教育；
5.政策宣讲培训；
6.政务、商务、社交礼仪培训；
7.形象管理培训；
8.销售心理学培训；
9.职业素养与职业心态；
10.公众演说与口才；
11.会务、会展服务等。

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1.战略咨询；
2.财务咨询；
3.市场营销咨询；
4.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5.企业文化咨询；
6.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咨

询；
7.企业科技顾问服务；
8.辅导申报知识产权服务；
9.辅导资金申报项目服务；
10.辅导申报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服务；
11.辅导申报限上贸易企业服

务；

12.辅导申报技术改扩建项目
服务；

13.辅导申报规模以上工业高
技术企业服务；

14.辅导申报国家级、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服务；

15.辅导申报研发经费投入分
段补助服务；

16.辅导申报省、市科技计划
项目服务；

17.辅导申报双创之星、首席
科技官服务；

18.辅导申报科技小巨人领军
企业服务；

19.辅导申报新型研发机构、
重点实验室服务；

20.辅导省、市众创空间评审
等科技类项目申报服务；

21.辅导省级扶持境外专业优
质展会及中央中小开其他项目申
报服务；

22.辅导非省级扶持境外展会
项目申报服务；

23.辅导中央、省级进口贴息
项目申报服务；

24.辅导利用外资专项资金项
目申报服务；

25.辅导电商物流扶持资金项

目申报服务；
26.辅导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

定等。
五、安保服务

1.机关事业单位保安服务；
2.企业保安服务；
3.居民住宅保安服务；
4.文化娱乐场所保安服务；
5.运输、仓储保安服务；
6.社会治安协管服务；
7.消防报警系统监控服务；
8.治安报警系统监控服务；
9.交通安全系统监控服务等。

六、家政服务
1.保姆服务；
2.保洁服务；
3.月嫂服务；
4.家庭教师；
5.高级管家服务；
6.水电工服务；
7.单位后勤服务等。

七、计算机硬件、软件技术开发与
服务

1.互联网信息服务；
2.基础软件开发；
3.支撑软件开发；
4.应用软件开发；
5.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6.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发等。

漳州台商投资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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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专家走进八闽精准对接帮扶基层

本报讯 10月 14日上午，位于福州西湖之
畔的福建会堂，迎来一场“海归英才”盛会。由
省人社厅主办的“2020年海归英才八闽行项目
签约暨留学人员项目路演对接洽谈会”在这里
举行（如图）。

据悉，“海归英才八闽行”活动入选人社部
2020年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也是今年
省人社厅“国家扶贫日”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实
现海归专家精准对接帮扶基层，从人才引进、
技术指导、项目合作、人才交流、产业链对接、
送医送演等多方面、多渠道助力基层发展，主
要围绕我省 2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产业
需求，搭建海外人才与基层联系平台，致力精
准扶贫、服务乡村振兴和基层发展。

本次对接洽谈会发挥留学人员优势，服务
八闽大地，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既有“线上”
对接，又有“线下”帮扶，通过前期调研和需求
摸底，不仅为基层输送了人才技术、对接项目，
还送医送演，展现了我省人社系统奋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心和行动。

一大批留学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澳大
利亚等国的“海归学子”，携带各自潜心研究
多年的高新技术领域项目，寻求落地合作契
机。此次活动面向全球征集到 29名海外人才
和 31个项目，线上对接累计促成人才引进和

项目合作意向 35项。对接洽谈会现场，留学
人才与基层企业签约 2个技术合作项目；3位
致力于精准扶贫的留学人员典型代表，介绍

“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典型事迹；8个路演项
目得到现场创业导师们的点评和肯定，并获
得投资机构的投资意向。

活动现场发布“海归八闽”微信小程序，功
能涉及福建留学人员政策发布、收集福建留学
人员信息并开展人才技术交流等，实现留学人
员创业园的智慧应用入口，打造我省海外留学
人员的自媒体平台。

省人社厅领导表示，作为人才服务部门，
要不断探索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与各部门加强
联系、通力配合，用心用力为留学人员提供一
个良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的环境，以有力的政策
举措保障留学人员创业创新创造，以高效的行
政效能推动留学人员创业创新创造，以优越的
创新环境吸引留学人员创业创新创造。下一
步，将聚焦留学人员回国普遍关心的岗位对
接、档案管理、安置落户、社会保障、医疗教育
等问题，完善政策举措、健全服务机制，营造良
好环境，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各具特色
的人才驿站，创新人才服务形式，整合线上线
下服务功能，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文/记者张寅 图/张黎波）

洽谈会上，3位长期致力精准扶贫的留学人员

代表发言，介绍了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帮助农

民增产增收，助力脱贫攻坚的典型事迹。

今年以来，漳州台商投资区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秉承“不忘初心、
服务为本”的宗旨，以“创新发展、客户至上”为
核心，充分发挥“资源丰富、专业服务、诚信可
靠”的国有企业集合优势和带头示范作用，坚
持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融合发展、专项服
务与综合服务相结合，致力于做精做实经营业
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综
合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加大人才培训教育力度有利于提高干部
职工的工作能力和自身素质，改善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工作质量，提升竞争力。公司组织开展
了以“疫情未散，复工入职，办公会面，有礼有
节”为主题的漳州台商投资区2020年非在编聘
用人员岗前培训讲座，提高新入职工作人员的
疫情防护和办公文明礼仪知识；承办以“细节
致胜 打造星级服务窗口”为主题的区行政审批
局、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人员服务礼仪培训活

动，提升窗口服务人员的形象，增强群众满意
度。

公司创新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与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福建海峡人
才网络资讯有限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依托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网站技术力量和人才数据
库资源优势，搭建“漳州台商投资区人力资源
网”网络招聘平台，为求职者和企业提供线上
求职招聘的渠道。在疫情期间线下招聘会无
法举办的情况下，网络招聘平台为企业复工复
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春季线上招聘会举
办期间，网站浏览量达到17.78万次，1117人向
区内企业投递简历。网站发展企业会员 173
家，为企业会员免费提供17.3万份简历查询下
载权限。公司人员主动深入园区 170多家企
业，辅导企业客户使用招聘求职服务载体，促
进供需对接。依托海峡人才网、厦门人才网、
海峡人才报、漳州台商投资区人力资源网、微

信朋友圈等平台，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发布《漳
州台商投资区致全市求职朋友们的一封信》，
并参与台商投资区“爱心专车”接送区外员工
返岗复工，切实吸引各类人才来台商投资区就
业务工。

公司致力招才引智，助力打造台商投资
区营商环境新模式。承接区经发局“政策+”
商务云服务项目，围绕区管委会“优服务、激
活力、创一流、促发展”的目标任务，集合各
方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各方力量，架起政企
之间的桥梁，通过点对点、面对面、线上线下
融合服务，精准向区内企业输送“政策+”商
务云服务。发挥区域对台优势，加强与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
究院的合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会等
形式，加强沟通协作，力争形成招才引智共
识，打造区域对台招才引才的高地，满足多
层次人才需求。

做精做实经营业务 大力提高服务质量
漳州台商投资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打造综合性服务企业

““政策政策++””商务云服务启动商务云服务启动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支援社区疫情防控支援社区疫情防控

窗口人员服务礼仪培训窗口人员服务礼仪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