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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

多管齐下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蒋周

东莞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

造业中心”，就必须引育一大批高素质、

高水平的技能人才，实现人才结构和产

业结构的良性互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东莞审时度势、果断提出实施百万

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打造“技能人才

之都”。 信息时报记者近日获悉，东莞市

人社局今年将在加强技能培训、深化校

企合作、制定“东莞标准”、打造国际化合

作培养品牌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政策引

领让匠心回归。

技能培训：

建设6个分基地全年实训逾10万人

据市人社局介绍，今年将建设一批

培训平台载体。 按照高训中心公益性实

训模式，结合镇街产业及区域分布，在长

安、塘厦、莞城、石碣、虎门、厚街建设6个

高技能公共实训分基地，购买一批实训

工位，提供实训20万课时以上。

同时，打造“一镇一品”产业人才培

训品牌。 组织开展符合专业镇建设及支

柱产业、特色产业发展需要的特色项目

和技能素质提升培训，按镇街实名制登

记用工总量的3%，全年完成10万人以上

技能培训，力争做到15万人。

今年还将继续在大型骨干企业建

设30个“技师工作站”，支持开发行业人

才培养标准，开展适应企业发展的技能

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创新。

在高技能人才选树培育方面，选树

首批10名“莞邑工匠”，加大激励力度，给

予30万元奖励。 继续选树100名“首席技

师”，激励开展技艺传授和技术创新。 实

施“工匠精英”引领计划，对照紧缺产业

人才目录，加大资助力度，引进培养2000

名以上急需紧缺的高技能人才。

校企合作：

共建实习基地学生企业均获补贴

市人社局表示， 将深化产教融合，

把校企合作作为基本方向，将人才培养

与企业生产相连接，建立无缝对接合作

模式，共建创新性、共享性培育平台。

今年，东莞举办了第十届“校企合

作洽谈会”， 组织全国范围200多家职校

技校和1000多家莞企现场对接， 共建实

习、见习基地，见习期学生可获得每月

500元生活补贴， 见习期满留用在企业

的，企业可获得每人3000元补贴。依托技

师学院与华为机器、固高机器人研究院

等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学习型

工厂，与55家企业合作开办84个冠名班。

市人社局还积极推行企业新型学

徒制，支持院校与企业按照“招工即招

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模

式培养。其中，中高级技工培养期为1至2

年，急需紧缺工种技师延长到3年，培养

期间由企业支付工资，财政每年给予学

徒不低于4000元补贴，拟培养1200人。

东莞标准：

认证20个行业证书参与制定国标

东莞还将开发一批技能培训“东莞

标准”。 选择技术力量较强的职业院校、

培训机构等三方平台，采取购买服务的

方式设立职业能力规范开发服务中心，

开发20个适应东莞企业需要的培训标

准规范。 对企业、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已

开发，符合东莞技能人才需求的技能人

才培养标准，组织专家评审，认证20个具

有含金量的行业证书或企业培训体系。

同时，积极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据

悉，前期与人社部劳科院合作开发的工

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成

功纳入人社部公布的15个新职业。 接下

来将进一步加快2个新职业标准的开发，

力争上升为国家标准。

此外，市人社局还将积极打造国际

化合作培养品牌。 在技师学院国际合作

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国际合作规模，支持

职业院校与境外有实力的院校、培训机

构，采取合作班、课程班、交流学习等多

种方式合作， 全年资助培养3500名以上

具有国际职业教育背景的高技能人才。

2018 年 ， 全 市 新 增 技 术 工 人

6.17

万人，“一镇一品”培训产业人才

18

万人。 发放培训补贴

1780.69

多万元，推动近万人技能等级晋升。 新

建

30

家“技师工作站”， 累计达

42

家，唯美陶瓷获评全市首个“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 东莞技师学院成为全

省

10

所高水平技师学院创建单位之

一。 新选树

100

名“首席技师”，累计

达

297

名。

市城建局：

擦亮城市建设“主力军”本色

★

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进展顺利

去年

10

月， 市政府明确将石马河流域综

合治理工程交由市城建局实施， 并统筹开展

全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建设。 目前项目进展顺

利，截至

3

月

14

日，本项目累计开工工作面

297

个 ， 源 头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工 程 累 计 埋 管

88.90km

，完成总体工程量

3.8%

；累计完成立

管施工

86.38km

，完成总体工程量

3.3%

；累计

完成

12182.2

万元。

★

松山湖大道中医院路段拥堵节点工

程：提前

3

个月完工

市城建局提前谋划， 对参建单位从严从

紧管理，推动工程实现

2019

年

1

月底完工通

车， 比原计划提前

3

个月完成建设任务。 目

前，各节点治堵效果明显，路口通行能力大幅

提高。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庾小文

亮点工程

数读成绩

聚焦工程建设、 镇街工程培训、

代建制改革以及信息化建设， 东莞

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今年将全面铺开

工程管理升级工作， 提升工程建设

品质， 助推东莞城市品质提升， 擦

亮城市建设“主力军” 本色。 记者

近日从该局获悉， 目前石马河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 环莞三期龙大高速

至莞深高速段等重点项目均在加快

推进中。

“四个聚焦” 助推城市品质提升

据了解， 今年东莞市城建局将

围绕“四个聚焦”， 推进“湾区都

市、 品质东莞” 建设。

一是聚焦工程建设， 加快重点

项目推进步伐。 举全局之力坚决打

赢石马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这场硬

仗， 突出抓好“两轴三节点” “三

江六岸” 等重点项目， 加快推进环

莞三期龙大高速至莞深高速段、 桑

茶快速路及东延线等主要道路建设，

以及虎门港综合保税区、 18 个交通

拥堵节点治理、 中心血站等重点项

目建设。

二是聚焦镇街工程培训， 提高

全域工程建设品质。 落实市主要领

导工作布置， 继续开展镇街工程管

理专题培训， 探索形成常态化培训

机制， 持续将自身人才、 专业、 经

验优势延伸至基层。

三是聚焦代建制改革， 不断完

善项目建管模式。 提炼总结东莞市

财政投资项目集中建管机制运行优

势经验， 深入推进社会代建制改革

工作， 在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等项目

试点实施社会代建。

四是聚焦信息化建设， 持续提

升工程管理水平。 强化信息化手段

在工程管理中的作用， 全面推行

“互联网+工程管理”， 在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等项目试点智能化监测

手段 ， 开展基坑第三方智能监测

工作。

工程管理升级开展“行走工地”计划

东莞市城建局局长祁志强表示，

市城建局将全面加强执行力建设，

擦亮城市建设“主力军” 本色。 今

年以来， 该局成立了工程管理升级

工作小组， 全面铺开局工程管理升

级工作。

近期， 该局在完善现场管理上

实现新突破： 为加强工地巡查， 实

施由局领导带队， 不分时段、 不打

招呼、 不需陪同、 直奔一线的“行

走工地” 计划， 做到发现问题当场

反馈、 即时整改落实。 其中， 局长

祁志强在 3 月率队深入市人民医院

分院、 市中心血站项目工地现场进

行实地查看并召开座谈会， 对项目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及加快推进工

程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祁志强表示， 接下来将通过采

取多种措施， 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

的督导检查，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 同时， 按照工程管理升级工作

方案， 突出做好“创新工程管理手

段、 健全工程推进机制、 规范工地

现场管理、 提升工程建设品质” 等

方面工作。

东莞市城建局自成立以来， 共承建工程

295

项、总投资约

640

亿元 ，涉及文体医疗 、

水利环保、市政道路、绿化景观以及行政事业

单位办公用房等多个行业。

一直以来，该局实行规模化推进、标准化

建设和科学化管理，截至目前，共有

30

多项

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

城建成绩

30

多项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

东莞积极引进培

养急需紧缺的高技能

人才。 通讯员供图

今年东莞将打造

6

个高技能公共实训分基地。 通讯员供图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新校址）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