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下属事业单位
自主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考说明 

 

为帮助报考者了解招考政策、提醒需要注意的有关事

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自主公开招聘工作，特制定

本报考说明。本说明仅适用于本次招考，由各招聘单位负责

解释。 

    一、选择报考职位时应注意的事项 

（一）报考者应符合招考职位要求的相应条件。 

（二）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职位。 

二、招考职位其他条件要求 

（一）福州评话伬艺传习所 

1.本次招考岗位中对获奖有要求的，考生须取得相应的

获奖证书、奖状、奖杯、荣誉证书或由赛事主办单位印发的

获奖通知原件（以下统称“获奖证书”），并在网络报名时

详细写明（应包括获奖时间、赛事主办单位名称、赛事名称、

获奖项目和获奖名次，参考格式为“2019年 12月在福建省

文化厅举办的第六届福建艺术节戏剧比赛中获表演一等

奖”）。 

    2.除上述获奖业绩材料原件外，其他各类证明、情况说

明等均不认定为符合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赛事主办单位授

予个人的综合类奖项，例如“先进工作者”“优秀组织奖”

等也不能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 

    3.赛事主办单位以获奖证书上落款盖章单位为准，必须

是党委、政府、宣传部、文化或广电主管部门、文联、曲艺

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之一，其余“组委会”“评



审会”等临时机构或境外（含台、港、澳地区）机构作为获

奖证书落款单位的均不能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 

    4.本次招考岗位中所要求的获奖业绩均为在境内（不含

台、港、澳地区）举办的艺术专业赛事中取得的。 

国家级奖项是指在中宣部、国家文化或广电主管部门、

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家

协会主办的艺术专业赛事中获得的奖项。 

省级奖项是指在省级（含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

政府、党委宣传部、文化或广电主管部门、省级文联、省级

曲艺家协会、省级音乐家协会、省级戏剧家协会主办的艺术

专业赛事中获得的奖项。 

市级奖项是指市级（不含县级市）党委、政府、党委宣

传部、文化或广电主管部门、市级文联、市级曲艺家协会、

市级音乐家协会、市级戏剧家协会主办的艺术专业赛事中获

得的奖项。 

    5.国家级优秀奖是指参加国家级艺术专业赛事并在比

赛中获得的奖项（不区分获奖等次），未提供获奖证书不予

认定。 

6.考生提交的获奖证书必须为个人独立获得，并署有本

人姓名，无本人姓名的获奖证书不能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

绩使用。 

7.福州伬艺演员岗位的报考人员，联合表演获奖的，且

属于获奖证书上的第一或第二署名的，可在本次考试中视同

考生本人获得相应级别的奖项。 

8.以笔名（曾用名）获奖的（即获奖证书上的署名与身

份证件不一致），须获奖证书授予单位另行出具证明材料予



以专门说明,无专项情况说明的获奖证书不作为报考所需的

获奖业绩使用。 

9.个人获奖时间以获奖证书上的落款时间为准，近五年

获奖指 2016 年 9月 23 日至 2021年 9月 23日之间所获得的

奖项。 

    （二）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 

1.舞蹈演员岗位报考人员身高测量于专业技能测试前

进行。采用自动测量仪测量身高，考生身高以测量仪的读数

为准，测量时应脱鞋脱袜，不得垫脚测量。身高测量 3次，

取最高值。身高测量符合岗位招聘要求方可参加专业技能测

试。 

2.舞蹈演员岗位报考人员所需伴奏音乐须自备，报考人

员可使用 U盘保存并于专业技能测试当天交由候考室工作人

员。 

    （三）福州画院 

1.省级美术家协会会员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报考者

需持有署有本人姓名的省级美术家协会会员证或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证，并经核验真实有效。 

2.本次招聘岗位为中国画创作员，所有其他画种所获得

的展览入选和展览奖项均不认定为符合报考所需的获奖业

绩。 

3.本次招考既往业绩成绩占专业技能测试成绩的 20%，

根据报考者申报的既往展览入选、展览获奖情况计算既往业

绩。报考者须取得相应的展览入选证书、展览获奖证书、奖

状、荣誉证书或由展览主办单位印发的获奖通知原件（以下

统称“获奖证书”），并在网络报名时详细写明（应包括获奖

时间、展览主办单位名称、展览名称、画种、获奖作品名称



和获奖名次，参考格式为“2018 年 12 月在福建省文化厅举

办的第七届福建艺术节·‘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福建省美

术书法作品展中国画作品《XXXXXX》获优秀奖（最高奖）”），

其他各类证明、情况说明等均不认定为符合报考所需的获奖

业绩。展览主办单位授予个人的综合类奖项，例如“先进工

作者”“优秀组织奖”等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 

4.在网络报名时间段，报考者应同步提供自大学本科毕

业以来的既往业绩（展览获奖、展览入展）证书原件和复印

件（统一复印 A4 格式）线下交至福州画院自主招聘工作小

组（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于山路 2 号福州画院 305 办公室）

进行核验，并由报考者本人填写《福州画院应聘专业画家既

往业绩登记表》，既往业绩核验后原件退回，留存复印件备

查。超过报名时限未提交材料者不予办理。 

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奖项是指在中宣部、国家文化主

管部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的全国

性美术展览中获得的奖项，如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

国画作品展金奖等。 

省级美术展览奖项是指在省级（含省、直辖市、自治区）

党委、政府、宣传部、文化主管部门、省级文联、省级美术

家协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的全省性美术展览中获得的奖项，如

第七届福建艺术节·福建省美术书法作品展优秀奖等。 

市级美术展览奖项是指市级（不含县级市）党委、政府、

宣传部、文化主管部门、市级文联、市级美术家协会主办或

联合主办的全市性美术展览中获得的奖项，如福州市第四届

茉莉花文艺奖一等奖等。 

国家级优秀奖是指参加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并经评

选获得的奖项（不区分获奖等次），未提供获奖证书不予认



定。 

既往业绩计算参考分值和方法： 

（1）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金奖（一等奖、最高奖） 12分 

（2）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银奖（二等奖）  10 分 

（3）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铜奖（三等奖）   8 分 

（4）获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优秀奖（非最高奖）6 分 

（5）入选国家级全国性美术展览              4 分 

（6）获省级美术展览金奖（一等奖、最高奖）   5 分 

（7）获省级美术展览银奖（二等奖、金奖提名）       4 分 

（8）获省级美术展览铜奖（三等奖）         3 分 

（9）入选省级美术展览                       2 分 

（10）若独立创作的多件不同作品多次获奖或多次入选

各层级美术展览可累计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 20分。 

（11）若同一件作品入选多个美术展览或获奖，按照最

高层级的奖项计算既往业绩。 

5.本次招考岗位中所要求的获奖业绩均为在境内（不含

台、港、澳地区）举办的专业美术展览中取得的，所有“邀

请展”“提名展”“网上展览”等均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

绩使用。 

展览主办单位以获奖证书上落款盖章单位为准，必须是

党委、政府、宣传部、文化主管部门、文联、美术家协会之

一，其余“组委会”“评审会”等临时机构或境外（含台、

港、澳地区）机构作为获奖证书落款单位的均不作为报考所

需的获奖业绩使用。 

6.本次招考岗位中所要求的获奖业绩均为报考者独立

创作获得的，多人合作的作品入选各层级美术展览或获奖，

均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 



7.考生提交的获奖证书上必须署有本人姓名，无本人姓

名的获奖证书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以笔名（曾

用名）获奖的（即获奖证书上的署名与身份证件不一致），

须获奖证书授予单位另行出具证明材料予以专门说明，无专

项情况说明的获奖证书不作为报考所需的获奖业绩使用。 

    三、专业技能测试 

专业技能测试内容为岗位所必备的艺术专业能力或实

际操作能力。专业技能测试总分 100 分，合格线设置为 70

分。除福州画院外，每位报考者专业技能测试总时长一般控

制在 20分钟以内。 

（一） 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 

1.01演奏员（笛子）：①自备曲目演奏（乐器自备，限

使用竹笛，时长控制在 5 分钟以内）；②指定曲目演奏（时

长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 

2.02演奏员（司鼓）：①自备司鼓技巧演奏（乐器自备，

时长控制在 5分钟以内）；②指定曲目演奏（现场与闽剧主

胡配合展示，时长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 

3.03 舞台技术员（灯光）：使用灯光控台控制灯具作出

指定动作（灯光控台：珍珠 2010、韵鹏MA2）。 

4.04闽剧演员：①折子戏片段表演（自备音乐、服装、

道具）；②行当组合表演（自备音乐、服装、道具）；③情景

命题即兴表演。（该岗位报考人员折子戏片段、行当组合表

演环节若需伴奏音乐须自备，可使用U盘保存并于专业技能

测试当天交由候考室工作人员。） 

折子戏片段表演、行当组合表演测试时长控制在 10 分

钟以内，情景命题即兴表演测试时长控制在 10分钟以内。 

（二）福州评话伬艺传习所 



1.01福州评话演员：①自备福州评话序头（乐器自备，

时长控制在 6分钟以内）；②自备福州评话片段（时长控制

在 7 分钟以内）；③现场指定表演（时长控制在 7分钟以内）。 

2.02福州伬艺演员：①自备福州伬艺曲牌片段（清唱，

限洋歌、小调曲牌自选一，时长控制在 6 分钟以内）；②自

拉自唱福州伬艺片段（限江湖、逗腔曲牌自选一，时长控制

在 7 分钟以内）；③现场指定表演（时长控制在 7分钟以内）。 

3.03民乐演奏员：①自备民乐曲目演奏（乐器自备，限

扬琴、双清、椰胡、洞箫、逗管其中一种中国民族乐器，时

长控制在 6分钟以内）；②自备福州方言表演（小品、相声、

朗诵、福州评话、福州伬艺、演唱等任选一个，时长控制在

7 分钟以内）；③指定曲目演奏（时长控制在 7分钟以内）。 

（三）福州市闽都文化艺术中心 

1.01 岗位、02 岗位、03 岗位、04 岗位：自备本专业

器乐作品展示（时长控制在 5-10 分钟内）；听音测试（时

长控制在 5分钟以内）；乐谱视奏（时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 

2.05岗位、06 岗位：自备专业舞蹈表演（民族民间舞、

古典舞或现当代舞蹈作品，时长控制在 4-5分钟内）；技术

技巧组合展示（时长控制在 2-3 分钟内）；③即兴表演（时

长控制在 8分钟以内）。 

   （四）福州画院 

每位报考者专业技能测试总时长控制在 190分钟以内，

其中“现场创作中国画作品”测试时长控制在 180 分钟以内，

“创作成果展示及答辩”时长控制在 10分钟以内。 

专业技能测试分为：“既往业绩”、“现场创作中国画作

品”和“创作成果展示及答辩”三个部分，其中“既往业绩”

分值为 20分，“现场创作中国画作品”分值为 70分，“创作



成果展示及答辩”分值为 10 分。 

（1）现场创作中国画作品 

01 岗位、02 岗位、03 岗位：根据题目现场创作中国画

作品。测试时长控制在 180分钟以内。 

考生需自备足量、适用的创作工具，包含且不限于笔、

墨汁、书画宣纸、颜料、砚台、笔洗、印泥、毛毡等。若考

生现场创作时笔、墨汁、颜料等创作工具临时损坏或用尽，

福州画院只提供普通笔、普通书画纸、普通墨汁、普通 12

色颜料，且由此引起的所有后果由考生自己负责。 

（2）既往业绩 

专业技能测试评委参考各报考者提交的本人自大学本

科毕业以来的既往业绩计算成绩。 

（3）创作成果展示及答辩 

    创作结束后，所有报考者作品集中展示 30 分钟，之后

进入答辩，每位考生答辩时间控制在 10分钟以内。 

四、 其他注意事项 

   （一）携带相关证件。考生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

和准考证方可进入考场。 

（二）做好防疫准备。根据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考

生进入考点一律核验身份和“八闽健康码”（闽政通 APP），

检测体温并佩戴口罩，“八闽健康码”为绿码者方可参加专

业技能测试和面试。考生需下载并签署《考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承诺书》并于专业技能测试（面试）当天报到时提交。

对持“八闽健康码”非绿码的考生和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的考生，需提供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 3 天内新冠核酸检

测报告为阴性的有效证明。 

专业技能测试（面试）当天报到时或专业技能测试（面



试）过程中因体温异常（≥37.3℃），应配合安排至医院发

热门诊就诊，不得参加当日专业技能测试（面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