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榕人社培 E2021〕 43号

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1年福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单位人事部门:

根据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1年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的通知》(闽人社办

(2021)65号 )和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中心 《关于

做好2021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考务工作的

通知》(闽人社工考函 〔2021〕 1号 ),为推进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工

勤人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适应新时代新福建技能人才工作需要,

现将 2021年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以

下简称 “
岗位考核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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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考对象

(一 )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工勤人员。

(二 )上述用人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及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人员。

二、报考条件

(一 )申 报条件

凡政治思想、工作业绩考核合格,按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规定参加并完成岗位继续教育培训的工勤人员或派遣 (聘

用)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按所从事的岗位工种报考。具体申

报条件如下:

1.新入编在岗的工勤人员或派遣 (聘用 )人员,可 申报所从

事工种的初级工考核。

2.在本工种初级工岗位上工作满 5年 ;或 工龄满 10年且已取

得本工种初级工资格,可 申报本工种中级工考核。具有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须提供
“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
学历认

证证明,党校、军队院校本科同等有效学历视同),可直接申报所

从事工种的中级工考核。

3.在本工种中级工岗位上工作满 5年 ;或工龄满 20年且已取

得本工种中级工资格,可 申报本工种高级工考核。

4.在本工种高级工岗位上工作满 5年并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
(含技师课程班结业 );或工龄满 25年且已取得本工种高级工资

格,可 申报本工种技师考核。

(二 )免试条件

凡符合申报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审核后可免试直接

认定上一等级资格或免试相应科目:

1,免试直接认定上一等级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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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 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

期间,参加国家级技能竞赛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

”
荣誉的。

(2)申 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

期间,获得省级及以上 “五一劳动奖章
”
或市级及以上 “

劳动模

范 (先进工作者)” 称号并继续保持荣誉的。

(3)申报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时,凡男性满 57周 岁、

女性满 47周 岁,在本工种等级岗位上连续工作满 10年 ,并在近

5年内连续 3次 (含 )以上年度考核考评优秀的。

2.免试相应科目

(1)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时,在现工种等级

期间,参加省级技能竞赛获得
“
福建省技术能手

”
荣誉的,可免

《专业理论》及 《技能实操》科目。

(2)申报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时,在现工种等级期间,

近 5年内4次 (含 )以上年度考核考评优秀的,可免试 《公共课

程》科目。

(3)申报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时,凡男性满 57周 岁、

女性满47周岁,在本工种等级岗位上连续工作满 10年 ,并在近

5年内2次 (含 )以上年度考核考评优秀的,可免试 《公共课程》

科目。

(三 )因人社部门对考核工种进行归并或拆分的,从事原工

种年限与从事现工种年限可合并计算。

(四 )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安排转换工种岗位的,经单位人事

部门同意后,可按原工种等级申报现岗位工种的考核,取得任职

资格后,原等级工种年限与转换的工种年限合并计算。

(五 )上述年限以足年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2月 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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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定审核

退役士兵原取得部队颁发的初级、中级和高级技能等级证书,

安置工作后仍从事本工种技能工作,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 申报

认定审核。

(一 )取得部队颁发的初级技能等级证书,可 申报本工种初

级工认定审核。

(二 )取得部队颁发的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持证后继续在部

队服役满 2年或工龄满 10年 (含部队服役年限)的 ,可 申报本工

种中级工认定审核。

(三 )取得部队颁发的高级技能等级证书,持证后继续在部

队服役满 5年或工龄满 20年 (含部队服役年限)的 ,可 申报本工

种高级工认定审核。

(四 )取得部队颁发的中级、高级技能等级证书,持证后继

续在部队服役年限或工龄未达本条第 (二
)、

(三 )款要求的,应

参加本工种等级 《公共课程》的考试。

已取得他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岗位证书且已兑现相应等

级工资的工勤人员(含部队随军家属及引进人才家属 ),正式调动

到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后,可申报同等级认定审核。

四、考核方式

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实行 3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方法,报

考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人员,须在连续的三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全部考试科目,方可取得相应技能等级资格;报考技师的人

员,须在连续的三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再通过答辩,

方可取得技师等级资格。免试和认定审核不实行滚动管理,须重新

申报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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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考方式

(一 )报名时间

报考人员应于2021年 5月 17日 至 5月 31日 登录省机关事业

单位工勤人员考核 中心 (以 下简称
“
省工考 中心”)网 站

(http://www.fjrst.cn)报 名。

(二 )资格审核

1,报考人员应在省工考中心网站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近期

免冠相片,经各地系统管理员审核后,下载打印 《福建省机关事

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报名表》(以下简称
“《报名

表》”),报考技师人员另需在省工考中心网站下载并填写《福建省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申报技师资格简明表》,经所在单位、主管

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后,连同身份证、学历证书、学历认证证

明、岗位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非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的

需提供所在单位岗位设置及聘用情况 ),未通过上年度考核的再次

报考人员只需提供 《报名表》,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分别送所辖县

(市 )区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经办机构进行资格审核。

2.符合免试条件或认定审核的人员,下载打印《报名表》,按

附件 2、 3、 4的要求提交有关证件 (身份证、学历证书、学历认

证证明、岗位等级证书)和有关免试证件 (原件),经所在单位核

实个人档案中的有关证明材料盖章,所辖县 (市 )区人社局初审、

我局核实后以书面报告形式报省工考中心审核。

3.现场资格审核时间:

市直审核时间:L里 19日二二鱼.』 2日
;

县区审核时间∶6且JE|—兰日。

市直事业单位要根据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的空缺情况和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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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聘任条件,择优推荐在编在岗工勤人员参加技能等级岗位考

核,现场审核原则上由各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指派人员携带单位岗

位设置管理手册原件到我市工考经办机构统一办理。

(三 )缴费标准

报名审核通过后,报考人员应在省工考中心网站进行网上缴

费。请报考人员事先办理好建设银行卡并开通网银业务。缴费标

准按照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

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考核收费标

准的函》(闽发改服价函〔2019〕 381号 )规定执行。报考人员 (含

符合免试条件及认定审核人员 )报名时应交纳报考审核服务费 80

元/人;选考 《公共课程》、《专业理论》科目的,每人每科应缴考

试费 50元和考务费 20元 ;选考 《技能实操》科目的,按初级工

100元 /人、中级工 120元 /人、高级工和技师170元 /人的收费标

准缴纳技能鉴定费。缴费时间截止 6月 18日 ,未缴费者视为无效

申报。

六、开考工种等级

2021年 岗位考核开考 98个工种 (详见附件 1)。 考生可根据书

目自行购买教材或登录 http∶ //gkps.59icdu.com/WcbFjsgkBo0k代

购 (具体书目见省工考中心网站 )。

七、考试科目及时间

(一 )考试科目。

1.考试科目:《公共课程》、《专业理论》和 《技能实操》共三

门。

2,考试题型、题量及分值

6



(1)《公共课程》和 《专业理论》科目采取闭卷笔试和继续

教育网上测试分别占比一定分值的形式,分值占比如下表所示。

《公共课程》、《专业理论》科目闭卷笔试和继续教育网上测试分值占比表

科 目 考试形式及分值 题型 题量

公共课程

专业理论

总分 :

各 100分

闭卷笔试,分值 :

70分 (初级工、中级工)

80分 (高级工、技师)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判断题

100题 (初级工、

中级工、高级工)

120题 (技师 )

继续教育网上测试,分值 :

30分 (初级工、中级工 )

20分 (高级工、技师 )

单项选择题 40题

(2)《技能实操》科目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测试或开卷笔试

两种形式,笔试题型为主观题,总分 100分。

(二 )考试时间。

1.考试时间

全省统一笔试时间定于 9月 5日 (星期日),具体为:

00-11∶ 00 考 《公共课程》

30-15: 30 考 《专业理论》

00-17:30  考 《技能实操》 (开卷)

部分工种技能实操现场实际操作测试拟安排在 7~9月份,具

体时间由省工考中心另行通知。

2.继续教育网上测试时间

参加 《公共课程》和 《专业理论》科目考试的人员应在本

年 9月 30日 前登录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岗位继续教育

网络培训平台 (http://gkpx。 fjrst。 cn)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并

上午:  9

下午: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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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网上测试。未在指定时间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和网上测试的

考生,《公共课程》、《专业理论》科目继续教育网上测试成绩以

0分计。

(三 )准考证发放时间。准考证由考生自行通过网络下载。

笔试考试的准考证,考生可于笔试前一周通过省工考中心网站下

载;部分工种技能实操现场测试的准考证,考生也可在测试前一

周通过省工考中心网站下载。

八、资格的取得及聘用管理

(一 )岗位考核资格的取得将依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我省

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职数实际,并根据各工种等级考核内容的难易

程度,综合统筹有比例地制定合格线。

(二 )合格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证书由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统一印制,省工考中心、各设区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考核经办机构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负责辖区内的证书发

放。

(三 )用人单位要根据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的空缺情况和本单

位岗位聘任条件,择优推荐在编在岗工勤人员参加技能等级岗位

考核,实现岗位考核与岗位管理的有机结合。省直机关及参公管

理事业单位技师聘任要参照 《福建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

意见 (试行 )》 (闽委办 〔2008〕 7号 )做好总量控制工作,各设

区市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九、其他事项

(一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作关乎工

勤人员的切身利益,各级人社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政策纪律 ,

规范审核制度,树立服务意识,确保考核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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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报考人员所提交的信息应真实、准确;虚假信息一经

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

工作中遇到问题,请与我市工考经办机构联系。

联系电话: 0591-83367244  0591-83308289

传   真 : 0591-83367244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128号 劳动大厦 8楼

附件:1,2021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岗位考核工

种等级目录

2.免试人员提交要件

3.退役士兵认定审核提交要件

4.他省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工勤人员 (含部队随军家属

及引进人才家属 )认定审核要件

福州市 障局

2

(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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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

岗位考核工种等级目录

开考等级 工种名称

初级、中级

高级、技师

1、 汽车驾驶员、汽车维修工、公路养护工、船舶驾驶员、船舶水手、
船舶轮机 (电工 )、 公路收费及监控员

2、 造营林工、木材检验员、林业检查员
3、 广播电视制播机务员、广播电视传输发射机务员、中短波机务员、

有线广播电视机务员、放映员
4、 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工、水文勘测工、水利泵站闸门运行工、水土

保持工、水利电力工
5、 产品质量检验工
6、 钻探工
7、 茶果工、农艺工、食用菌生产工、畜牧兽医工、农业机械工
8、 建筑工、园林工
9、 机械技术工、热处理工、电焊工、维修电工、铸造工
10、 航空摄影测量工、工程测量工、地形测量工、地图制图工
11、 环境监测工
12、 假肢制作装配工、孤残儿童护理员、养老护理员
13、 保育员
1⒋ 场地工
15、 商品购销保管员、枪械保管员
16、 印刷工
17、 中式烹饪师、中式面点师、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
18、 计算机操作员、摄影师、财务会计员、行政事务人员、城市管理

人员、治安保卫人员 (保卫工 )、 档案管理员

初级、中

级、高级

1、 养路机械操作工、公路工程测量工
2、 计量检定工、锅炉工、电梯维修工
3、 样品各制工、物探工、地质测量工、水文工程地质工
4、 观赏动物饲养工、下水道工、描图工、泵站操作工、水处理工、

水质检验工、管道工
5、 护理员、防疫员、妇幼保健员、检验员、医学影像技术工、医疗

器械维修员、消毒员、口腔修复工、西药药剂员、中药药剂员
6、 美工 (装饰美工 )、 图书资料技术工
7、 殡葬服务工、遗体火化工、遗体防腐工、遗体整容工、

墓地管理员、矫形器制作装配工
8、 图书发行员
9、 海水养殖工、淡水养殖工
10、 机务员、话务员、统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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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免试人员提交要件

一、所在县 (市)区工考经办机构的申请报告

二、申报人所在单位书面报告 (注明已核实申报人个人档案 )

三、申报人免试材料 (获奖证明或先进年度考评表的有效复

印件 )

四、申报人现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证书 (有效复

印件 )

注:有效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及所在县 (市)区工考经办机

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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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退役士兵认定审核要件

一、所在县 (市)区工考经办机构的申请报告

二、申报人安置后的单位书面报告 (注 明已核实申报人个人

档案 )

三、申报人服役期间取得的岗位等级证书 (有效复印件 )

四、申报人士兵职业技能鉴定登记表 (有效复印件 )

五、申报人退役证 (有效复印件 )

六、申报人安置单位接收并使用编制的证明材料 (有效复印件 )

七、存在连续工龄认定情况的,需提供 《机关事业单位从

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中招收录 (聘 )

用的工作人员连续工龄确认表》(有效复印件 )

注:有效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及所在县 (市)区工考经办机

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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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他省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工勤人员(含部队随军
家属及引进人才家属 )认定审核要件

一、所在县 (市)区工考经办机构的申请报告

二、申报人所在单位书面报告 (注明已核实申报人个人档案 )

三、申报人调入单位接收并使用编制的证明材料 (有效复印

件 )

四、申报人的原单位职工工资审批表 (有效复印件 )

五、申报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证书 (有效复印

件 )

六、申报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审核表 (有效复印件 )

注:有效复印件需加盖所在单位及所在县 (市)区工考经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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