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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广州市培

育“羊城工匠” 行动计划

（

2019- 2023

年）》（ 下称《 计划》）

正式印发，这是记者

昨日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的。 根据《计

划》， 广州将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评

职称时预备技师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

待，并在技能人才入户、子女入学入托、

租赁公租房等方面给予倾斜。至 2023 年

底， 全市力争建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 8 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0

个、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 100 万人。

预备技师评职称与本科学历同

等对待

根据《计划》，广州将健全技能人才

评价选拔制度，突破年龄、学历、资历、身

份等限制，对具有绝技绝活、业绩突出、

贡献较大的技能人才， 破格晋升技术等

级。支持国有企业集团、重点企业行业在

国家职业标准统一框架下， 开展自主评

价技能人才工作。

同时，引导企业增加技能等级层次，

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 进而拓宽技能

人才晋升通道。 广州将鼓励企业根据其

实际和高技能人才队伍状况， 将生产一

线、 技能技术岗位工作的优秀技术技能

人才评定聘用首席技师，并完善聘用、考

核、更替、退出、任期、中止等机制，以发

挥在技术攻关、 名师带徒等方面的带头

作用。

据了解， 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

才职业发展通道将打通。 符合申报条件

或获省级以上奖项的高技能人才， 可参

加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和认

定。在职称评审中，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

毕业生与中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 高级

技工班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

待，预备技师

（ 技师）

班毕业生与本科学

历人员同等对待。 取得专业技术职称的

高技能人才可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

国内外优秀技能人才享受多方

面市民待遇

在技能人才培训方面，《计划》 提出

了构建技能人才“终身培训体系”，一方

面是鼓励校企深度合作， 另一方面是探

索企业新型学徒制和“互联网＋”远程培

训模式。

其中还明确了实施急需职业

（ 工种）

人才培训计划。 即结合广州产业发展需

求，充分发挥财政补贴等政策导向作用，

鼓励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能力的职业培

训机构，提供针对性强、符合广州紧缺产

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培训项目， 并引导劳

动者参与培训项目。

至 2023 年， 引导 5000 名以上劳动

者选择符合本市紧缺工种或企业

（ 行业）

急需的技能人才培训，打造面向制造业、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和传统优势产业需

要、 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水平技能人才队伍。

在院校层面， 则开展以企业新型学

徒制和现代学徒制的试点为重点的校企

合作。 在广州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现

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中， 分批

分阶段选择 3～5 家职业院校

（ 含技工院

校）

作为试点单位，采取“校企双制、工学

一体”的培养模式。

在保障方面，《计划》表示，将贯彻广

州市人才绿卡制度， 对满足一定前置条

件的、 暂无落户意向的国内外优秀技能

人才，可在购房、子女入学、申办工商营

业执照、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

注册登记手续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 保

障高技能人才可申请人才绿卡。

记者查阅发现， 可申请技能人才包

括“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和省级

技术能手、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或符

合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经有关部门

认定具有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人才

等。对具有相应学历和职业资格、并符合

相关条件的技能人才， 可申请将户口迁

入本市。 将技能等级纳入积分制指标体

系，申请积分制落户的技能人才，可按积

分制指标体系申请加分。

据悉，按照《关于印发来穗务工人员

申请承租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实施细则

的通知》， 高技能人才或在世界技能大

赛、国家级省级、市级技能竞赛中获奖的

人员，可获得优先配租加分。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李涓）

记者从团市委获悉，1 月 10 日上

午，由团市委主办的“2019 年广州市共

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

动”走进广州市第三少年宫

（ 以下简称

“ 市三宫”）

， 现场参观了解在建项目建

设进展。雷建威、龚承忠、黄静娴等广州

市和黄埔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行

十余人， 团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 据预计，市三宫竣工验收及移交时

间约为今年 9 月。

据了解， 市三宫选址黄埔区， 毗

邻黄埔区图书馆， 用地面积 28000 平

方米， 建筑面积 28942.6 平方米， 建

筑基底面积 6511.4 平方米。 目前， 场

地实体已大部分完工， 预计竣工验收

及移交时间约为 2019 年 9 月。 对于目

前的建设进展， 代表、 委员们普遍表

示认可。

据了解， 市三宫建成后将由市少

年宫统一管理，与第一少年宫和第二少

年宫共同组成广州市少年宫的大品牌。

市三宫的功能定位是各学科各专业相

互融合的素养课程孵化基地；是少年儿

童活动、课程及项目创新重要场所。 市

三宫将设广州市少先队总部室、儿童媒

介素养教育研究展示中心、汽车交通安

全实验室和城市设计体验馆等少儿新

型活动与课程探索创新基地，能更好地

服务全市少年儿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毛丽丽）

昨日，中共黄埔区第一届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暨中共广州开发区工作委

员会 2019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萝岗会

议中心召开。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广

州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亚伟在工作报告

中表示，2019 年，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

围绕“世界知识城、湾区创新源、国际人

才港”目标，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中心核心枢纽，打造“四区四中心”。 此

外， 备受关注的广州交通大学将在黄埔

筹建。

打造“四区四中心”

报告指出，2018 年， 工业总产值占

全市半壁江山， 跃居全国工业百强区第

2， 广州开发区综合考评排名全国第 2、

科技创新居全国第 1。 预计全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3500 亿元，增长 7.8%；固定

资产投资 1165 亿元，居全市第一；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7603 亿元， 居全市第

一；合同利用外资 41 亿美元，增长 81%；

财税总收入 1052 亿元，继续领跑全国开

发区。

2019 年，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将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明确定位，围绕“世

界知识城、湾区创新源、国际人才港”目

标，全面对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全

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中心核心枢

纽。同时，将牢牢把握知识城、科学城、黄

埔港、生物岛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定位，

增强空间互联、产业互动、政策互通，打

造“四区四中心”，具体包括：倾力建设科

学城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先行区，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造中心；全

力建设知识城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造示

范区，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

中心； 努力建设生物岛粤港澳大湾区生

命科学合作区， 打造世界顶尖的生物医

药研发中心； 奋力建设黄埔港粤港澳大

湾区现代服务创新区， 打造服务港澳的

新贸易创新中心。

开工建设多所学校

此前盛传的广州交通大学选址，终

于揭开神秘面纱。报告指出，要加快广州

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建

设， 引进南洋理工合作办学。 同时， 推

动广东省新一代通信和网络创新研究

院、 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等研发平

台落地建设。 广州交通大学在黄埔区筹

建， 这意味着黄埔区将极大提升科教水

平。

在教育方面，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还

将进一步推进合作办学、集团化办学，开

工建设黄埔军校中学、黄埔军校小学，加

快广州实验中学、 爱莎国际学校等项目

建设，深化“区管校聘”改革，培育高水平

教师队伍。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将加快海事博物馆等文化场

馆建设，实现广州市第三少年宫落成。

《广州市培育“羊城工匠”行动计划（2019-2023年）》正式印发

广州将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

市第三少年宫9月份竣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建设中的第三少年宫。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黄埔区一届五次党代会暨广州开发区党工委2019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广州交通大学选址黄埔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