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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社厅发布了安徽省技工院校 2022 年招生
信息：全省 81 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 78830 人

招聘会时间：2022年 5月 24日（周二）14:30～17:00
网络招聘会时间：校企合作平台-教育人才网络招聘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至 5 月 25 日
地 点：安徽审计职业学院文化广场
主办单位：合肥市蜀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承办单位：合肥瑞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招生就业中心
协办单位：(校企合作平台 -教育人才网 http://www.zgjyrcw.com/)

手机扫描关注 “教育人才网” 公众号（jyr-
cwwx）→手机左下角打开“个人”栏目→点
击“官网链接”→点击手机右下角“我的”
栏目→填写手机号→填写验证码→完善个
人资料，免费参加本平台线上、线下招聘会，
同时获取实习、就业、创业信息等。 咨询报名
电话：丁老师 18805513421�（微信同号）

合肥市蜀山区”招才引智进高校”专场招聘会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财经类专业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时间：2022年 5月 27日（周四）14:00～17:00
网络招聘会时间：校企合作平台-教育人才网络招聘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至 5 月 28 日
地 点：安徽新华学院图书馆南侧广场
主办单位：合肥市蜀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徽新华学院
承办单位：合肥瑞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学院就业指导中心
协办单位：(校企合作平台 -教育人才网 http://www.zgjyrcw.com/)

手机扫描关注 “教育人才网” 公众号（jyr-
cwwx）→手机左下角打开“个人”栏目→点
击“官网链接”→点击手机右下角“我的”栏
目→填写手机号→填写验证码→完善个人
资料，免费参加本平台线上、线下招聘会，同
时获取实习、就业、创业信息等。 咨询报名电
话：丁老师 18805513421�（微信同号）

合肥市蜀山区”招才引智进高校”专场招聘会
安徽新华学院 2022年就业（实习）招聘会

5 月 19 日下午，合
肥同安街道朱岗社区纪
委工作人员对辖区校外
培训机构、网吧、健身房
等休闲娱乐场所的疫情
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特别
是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二码是否张贴到位，员
工核酸是否做到一周两
检等情况进行督察。

毛菡菁

为了深入推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工作， 提高辖区内居民对创建工作的知晓
度、参与度，引导居民牢固树立食品安全法治
意识、责任意识、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环境。

近日，合肥同安街道分路口社区食安办
开展共创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活动，倡
导居民从自身做起， 养成良好的食品健康
消费习惯。

活动中，分路口社区食安办工作人员向
辖区内商户发放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
传材料，张贴食品安全宣传海报、宣传台现

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辖区餐饮
企业推广 “公勺公筷”“分餐制”“拒绝野
味”等文明就餐新理念，向辖区居民解答他
们提出的食品安全相关问题， 从而提高居
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鉴别假冒伪劣食
品的能力， 引导辖区居民关注食品安全，树
立健康生活理念。

通过本次宣传活动的举办，营造了人
人关心、人人重视食品安全的健康社区氛
围，提升了广大社区居民的食品安全参与
意识。 章莉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疫情防控检查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永 通讯员 石立松 程佳
文/摄） 5 月 20 日下午，由合肥市人社局主办、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管理中心承办的合肥市“两诚”招才活动走进合肥
学院。 在现场，国轩高科、中科美菱、晶科能源、康尔信电力
等 52家重点企业提供 2300余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近期合肥市人社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统筹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高密
度、多频次走进高校，围绕服务“招工用工”和“毕业就业”
开展“两诚活动”。 在合肥学院，52家重点企业对先进制造
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毕业生
需求较大。

为帮助“芯屏汽合”“急终生智”等重点产业链企业招
到所需专业人才，自 5 月在肥高校有序解除封闭管理以来，
合肥市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聚焦 “为企业招人才”
和“为人才找岗位”持续发力。据统计，截至目前，合肥市人
社局共在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合肥学
院组织 4 场“两诚”招才活动，198 家（次）重点企业提供
8100余个就业岗位。

据悉，合肥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计划在 5~6 月共举办 100 场“两诚”招才活动。 同
时，与省外部分高校联合开展线上招聘活动，“诚邀外地大
学生来肥就业，诚请在肥大学生留肥就业。 ”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永） 5 月 20 日，省人
社厅发布了安徽省技工院校 2022 年招生信息：全省 81 所
技工院校计划招生 78830 人，招生对象为初、高中及以上
学历应、历届毕业生，以及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失业人员、
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 凡不在公布名单内的
院校及专业，均未经审核批准，不得进行招生。

省人社厅介绍，报考者可通过现场报名或网上报名，报
名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0月 20日。

据了解，技工院校分为普通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 3 个层次，其中：普通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技工
为主，高级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高级技工为主，技师学院
以培养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为主。 其中，中级技工班：
初中毕业生学制 3 年，高中、中专及以上毕业生学制 2 年；
高级技工班：初中毕业生学制 5 年，高中毕业生学制 3 年，
高校毕业生或对口专业达到中级技能水平毕业生 2 年；预
备技师班：初中毕业生学制 6 年，高中毕业生学制 4 年，高
校毕业生或对口专业达到中级技能水平毕业生 3 年，对口
专业达到高级技能水平毕业生 2年。

对于毕业待遇，省人社厅介绍，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不属

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证书，其中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
历落实相关待遇。

技工院校毕业生实行“双证”制度。 学生毕业考试合
格，颁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经技能评价合格的颁发职业
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2 年，可申报评审相应
专业助理工程师；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
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3 年， 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工程师；获
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
作满 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

取得高级工、 预备技师职业资格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
师学院毕业生纳入军队士官招收对象范围，首次授衔确定
工资起点标准等分别参照全日制大专、本科毕业生执行。

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预备技师证书的全日制高级
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报考学历要求为大专和
本科、专业不限的公务员职位；其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
应届毕业生（含毕业两年内毕业生）还可参加我省“三支
一扶”中学历要求为大专、本科、专业不限的岗位招募。

5 月 20 日，合肥市 71 名不再担任实职、平均年龄 58.4
岁的党员干部将开启 3 年“乡村振兴指导员”任期，以多年
工作经验、能力和人脉助力乡村振兴。 这已经是合肥市第
二次选派退出领导岗位干部到村任职。

这不由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政治中官员退休后的 “还
乡”传统。 不少退休后回到乡村的官员都被列入“乡贤”行
列，他们受人尊重，有能力对乡村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

明代名臣、学者魏骥在致仕后“与里人稠处，教子孙孝
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四方仰德”；明成化、弘治年
间的户部尚书李敏致仕后， 在家乡紫云山麓修建书院，教
育乡民；同治十三年（1874 年），当时已退居乡里的洋务派
官员薛焕联合各地乡贤乡绅，共同上书四川总督吴棠与学

政张之洞，力争其支持办新式学校，最终通过民间筹资，创
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

这些退休官员的嘉言懿行，是中国知识分子“修齐治
平”之道的注解，也是一种制度补位———退休官员们扮演
上传下达、为当地百姓代言、与政府沟通的重要角色，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构建了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治理结构。

从这个角度出发，合肥在全国率先推行的“退出领导
岗位党员干部到村任职”，是一种立足于“乡村振兴”的制
度创新，也有历史传承的基因。

乡村振兴，有效整合资源尤为关键。 在向乡村注入土
地、资金、产业等政策之后，执行政策的人才成为乡村最饥
渴的需求。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也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继大学生“村官”、返乡企业家之后，让退出领导岗位

的干部也加入进来，有望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 这
些善谋善断的“老同志”天然是“新乡贤”的最佳人选。 他们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开阔的眼
界，有广泛的人脉，有号召力也有行动力，对政策的把握和
实事的推动都驾轻就熟。 他们能尽力弥合城乡差距，也能
连接起中国乡村那绵长的历史传统和厚重的现实关照。

如果说近代乡贤制度的衰落是社会变动的结果，那么现
代乡贤制度的复兴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并注入新内涵。可以
预见的是，“新乡贤”们正在悄然改变基层的治理模式，这既是
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回归。 安徽商报融媒体评论员 梁巍

不当领导当“乡贤”！

我省技工院校今年招生 78830人
10 月 20 日前报名 毕业后待遇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

合肥市“两诚”招才
走进合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