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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面向全球招才引智，
无需笔试
112 家企事业单位计划引进 1961 人
本报记者 孙余丹
百万人才聚温州，来了就是一家人，新年伊始，温州再掀“抢人”热潮。在昨日举行的温州市事业单位和领军企业面向全球引进录
用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全国“双一流”高校、浙江省重点高校及在温高校 2021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新闻发布会上，温州市委组织部、市委
编办和市人力社保局面向全球发出“招贤令”。即日起，
112 家企、
事业单位启动招录，
无需笔试计划引进录用 1961 人。

流程简化 网上报名面试录取
发布会上透露，本次引进招录工作的
共有 112 家企、事业单位。具体来看，包括
事业单位 72 家，968 人（其中高校 675 人，医
院 144 人，其他 149 人）；国有企业 6 家，31
人；高校科研助理 7 家，192 人；民营领军企
业 27 家，770 人。
另外，从学历要求构成看，要求招录博
士研究生的 322 个岗位，博士或硕士均可的
489 个 ，要 求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106 个 ，本 科
1040 个。
据介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录程
序包括发布公告、网上材料投递、资格初审
及反馈、组织面谈、考核及综合比选等环
节。学历层次要求为“硕士研究生”
“ 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或“博士研究生”的岗位，应
聘人员经过面谈环节后，由用人单位通过
考核和综合比选的方式确定拟录用人员名
单后进行公示。学历层次要求为“本科及
以上”的岗位，由用人单位结合面谈情况择
优确定入围面试人员名单，再由人力社保
局统一组织面试后公示。高校科研助理岗
位和民营领军企业单位的招录工作由招录
单位各自全程负责。

应聘人员可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 9:00 起
至 2021 年 3 月 9 日 18:00 止，登录温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www.wzhrss.gov.
cn），提交个人应聘资料，未通过资格初审
的应聘人员可在这期间改报其他岗位。
发布会上提醒，提倡用人单位尽量采
用线上面谈和考核的办法。同时，对于来
温州参加面谈和考核的外地考生，我市将
按规定提供路费和住宿补贴，请考生务必
做好疫情防范工作，
确保来去平安。

门槛放宽

扩大范围新增岗位

我市从 2018 年开始，率全省之先组织
事业单位面向全国“双一流”高校招录优秀
毕业生工作，2019 年将招录对象扩展了 900
多所国（境）外世界知名高校，2020 年又将
招录对象进一步扩展到全省 12 所重点高校
和 3 所省市共建高校（含温州大学）及温州
肯恩大学等 4 所本科院校的优秀毕业生。
过去三年，
市本级和省属事业单位及龙
头企业共发布人才需求数 2176 个，最终招
录博士硕士共 353 人。报名通过资格审核
人数与实际录用人数的比例平均约为 7: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今年进
一步扩大招录高校的范围，即在去年招录

高校范围的基础上，再增加 ARWU、THE、
QS、U.S.News 四类大学排行榜的各前 500
名高校作为本次招录对象高校。四类排行
榜高校相互去重，并与去年已纳入的高校
去重后，
今年实际新增加了 89 所高校。
发布会上介绍，扩大招录范围，一是贯
彻落实新政 40 条和“510 计划”攻坚行动，
同时也希望缓解招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
盾。比如许多专业岗位无人申报，博士需
求岗位报名人数少等，期待通过扩大范围
招到更多专业人才。
此外，
招录岗位新增加了高校科研助理
岗位，今年我市的“510 计划”明确要求拓展
10 万个岗位，
其中科研助理岗位 500 个。此
次面向
“双一流”
高校计划招录 192 人。

政策保障

奖励兑现编制倾斜

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对来温创新创业人
才的政策保障。给予新全职来温就业创业
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创业补贴、社保补
贴、公积金补贴、租房补贴、购房补贴等 6 个
补贴项目。出台人才住房租售并举实施办
法，以 5-7 折的优惠向全日制本科以上人
才配售人才住房，3 折的优惠配租。今年全
市已开工建设人才住房 42 万平方米，下步

将启动第二批人才住房配售工作，通过解
决我市引才留才“第一难”问题，打造更优
人才生态环境。此外，给予创新人才 15 万
元——2000 万元综合奖励，创业人才 6 个
1000 万元项目资助，高水平创新团队 50 万
元——3000 万元建设经费，大幅度提升高
层次人才的政策含金量。
通过“温州人才云服务平台”，无缝衔
接浙江政府服务网、温州产业政策兑现直
通车平台，
各种奖励兑现实现线上申报。
在编制保障方面，市委编办优先将用
编计划用于高层次、紧缺专业人才的引进
和储备，同时保障引才编制专编专用。实
行“绿色通道、专人专办”模式，建立优化人
才用编计划快速审批、入编高效办理的流
程和程序，及时下达引才用编计划，为符合
条件的人才办理进编、实名制信息系统录
入等提供“一站式”服务，确保人才尽快“安
家落户”
。

全国农村保险互助社试点发放今冬首批理赔款 17 万元

王存尧大棚内丝瓜被寒潮冻坏了。
话，当天勘察，先预赔付再补足。”林志寅
说。以王存尧为例，
其投保的 9 亩大棚丝瓜

孙凛 摄

由不同类型的险种组成，农保社对最严重
的两个大棚进行预赔付。农户可以利用这

肯定治水成效 聚焦重点难点

省治水办调研
“五水共治”
本报讯 （记者 李尖 通讯员 周洛嫣） 近日，
浙江
省治水办深入乐清、瑞安、平阳等治水一线调研，聚焦
重点难点，
商讨治理之策。
省治水办一行先后调研了乐清市虹桥镇“污水零
直排区”
、国控蒲岐断面、埭下河生态拦截沟渠，
瑞安白
岩桥断面、中塘河生态氮磷拦截沟渠，曹村镇、平阳平
瑞塘河（昆阳段）美丽河湖建设、省控小姜垟断面、国控
平江口渡断面等
“五水共治”
建设情况。
浙江省治水办调研组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我市
2020 年治水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我市 2020 年治水工
作成效，
同时针对重点难点问题，
提出认真总结治水经
验，
系统谋划治水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
依托智慧治水，
开展全民治水，精准发力，全力推动问题解决，高标准
补齐治水短板。
据了解，去年温州克服疫情影响，奋力夺取“五水
共治”高分报表。2020 年 1-12 月份，我市 8 个国家“水
十条”考核断面达到国考目标要求，24 个省控及以上
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87.5%，交接断面功能区达
标率达 91.7%，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稳定在 100%，5 个省控以上断面水质实现Ⅲ类
以上提升，
全市水环境质量稳中有升。至 2020 年 11 月
底，全市完成“五水共治”投资 118.7 亿元，投资完成率
114.7%，零直排建设项目完成 893 个，完成年度投资
29.44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147.2%。全年新建城
镇污水配套管网 240 公里。完成水利投资 73.0 亿元，
累计完成干堤加固 12.7 公里，海塘安澜工程 27 公里，9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51 座山塘综合整治。
接下来，
我市将打好水环境巩固提升持久战，
持续
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继续推进治水重点项目建设、持
续深化各项制度建设，
做好
“十四五”
开篇工作。

省考本周末开考
考前你该注意啥

农作物冻害，当天赔付
本报讯 （瑞安融媒体记者 夏盈瑜）
昨日，在瑞安市马屿镇九甲村田头，大户王
存尧收到了瑞安市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送
来的 4200 元丝瓜冻害预理赔款，
“早上刚报
险，下午就送来预赔付款，真是意想不到！”
王存尧激动地说。
前几日，寒潮霜冻天气叠加，农作物遭
受严重影响。尽管在钢管大棚内铺了两层
膜，王存尧种的 9 亩丝瓜藤蔓全部枯萎，无
一幸免。
“ 丝瓜喜热不喜寒，前几日夜里最
低温度达零下四五℃，丝瓜全部冻死。”王
存尧心疼地说，最近正是大棚丝瓜上市的
高峰期，市场价高达每公斤 8 元，9 亩丝瓜
销售额至少十多万元，一场寒潮就让自己
大半年心血白费了。
“ 幸好，我投保了大棚
丝瓜种植保险，每亩 108 元保费，一旦遭遇
冻灾，
最高能获得 2400 元赔偿金。”
“农作物冻害，当天赔款给付。”瑞安市
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理事长林志寅说，连
日来，农保社接到瑞安各地农险报险电话，
他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查勘定损，核
查跟进受灾情况。按照正常流程，社员报
险后，需到现场勘察核实，再进行七天公
示，
“ 急农民之所急，我们根据农保社机制
灵活的特点，社员一旦出险，只用一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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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保费马上投工投劳，
恢复生产。
瑞安市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是 2015
年保监会正式批复的全国首家以服务农业
生产财产险为主的农村保险互助社，为国
家级试点金改项目。农保社由瑞安 22 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3552 名农户自愿筹资组建，
为入社社员提供保险服务。其互助合作、
机制灵活，所设计的产品也十分接地气，补
足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有限、商业性
农业保险欠缺的不足。
目前，兴民农保社农作物品种险覆盖
了番茄、黄瓜、茄子等在内的 15 种农作物，
此次共有 7 种农作物报险。兴民农保社已
为两批共计 199 户、合计受损亩数 561.3 亩、
理赔额 17 万余元的清单进行公示，并于昨
日起陆续发放。农保社目前还在进行第三
批受损田亩勘察、统计。
据瑞安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此次瑞安
市共有 1.1 万亩蔬菜、瓜果受到不同程度的
冻害。
“ 社员的保费，财政补一半。”瑞安市
金融中心工作人员说，瑞安市根据相关保
费补贴和风险补偿政策，对获得保监部门
备案或批准的险种，给予参保社员 50%的
保费补贴，把冻害给农户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

本报讯 （蓝调） 省考本周末开考，考前考生注意
一定要仔细阅读。
为确保笔试安全顺利进行，浙江要求考生在笔试
前 14 天（2021 年 1 月 2 日及以前）完成浙江“健康码”的
申领。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参加 2021 年度浙江
省公务员招录和公开遴选笔试的考生须在笔试前 14
天（2021 年 1 月 2 日及以前）完成浙江“健康码”
（浙江
省内各市“健康码”可通用）的申领。
“健康码”为绿码、
健康状况正常且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的考生，可正常
参加笔试。
“健康码”非绿码的考生，以及考前 14 天内（2021
年 1 月 2 日至 1 月 15 日期间，下同）有国内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但无发热、干咳、乏力、咽痛、腹
泻等任一症状（以下称相关症状）的考生，须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或既往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
阳性）的证明材料方可参加笔试。
“健康码”非绿码的考生，以及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且有相关症状的考
生，须在浙江省定点医院进行诊治，并提供考前 7 天内
（2021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5 日）2 次（间隔 24 小时以上）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方可参加笔试。
既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接
触者，应当主动向参考地人事考试机构报告。除提供
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外，还须出具肺部
影像学检查无异常的证明，
方可参加笔试。
准考证打印完成至考试当日期间的健康状况申报
实行承诺制，考生提交承诺书后本人旅居史、接触史、
相关症状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发生变化的，须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前登录系统进行个人健康状况信息更新申
报。
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
控重点信息的，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疫、询问、
查询、送诊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其相应资格，并记
入公务员考试诚信档案，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