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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培训中心：

为东莞工程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当前东莞正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重要窗口期，打造“湾区都市、品质

东莞”， 意味着东莞必将迎来新一轮大

建设时期。 在此背景下， 东莞将需求

一支庞大的、 高素质的建筑产业技能

人才队伍。

近日， 东莞市建设培训中心主任

黄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积极配

合行业主管部门， 大力提升培训品质，

为工程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预计

今年培训人次将达到2万人次。

预计今年培训2万人次

今年，市住建局在全市住房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报告提出， 要突出抓好

“五大品质” 的提升： 一是提升建设品

质； 二是提升管理品质； 三是提升服

务品质； 四是提升行业品质； 五是提

升民生品质。 对此， 市建设培训中心

主任黄剑表示， “五大品质提升” 里

提到， 要提升服务品质和行业品质。

市建设培训中心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培

养的服务机构， 将积极配合行业主管

部门， 大力提升培训品质，为全市工程

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为建筑企业

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助推

行业品质提升。

据介绍， 市建设培训中心的业务

范围主要有六大板块： 包括建设领域

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格继续教育、 广

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核、 广东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培训、 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

业培训、 建设领域职业工人培训以及

建筑业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预计今年培训人次将达到2万人

次。 ”黄剑说，今年市建设培训中心对人

才的培养要实现培训工作量质齐增和

办理程度化繁为简的转变，加强推进信

息化建设服务，“我们将通过互联网+的

培训形式开展网络教学、 多媒体教学

等，让学员更直观更容易地掌握相关学

习知识。 ”

积极申请设培训考核点

除了提高培训品质，市建设培训中

心还主动承接上级部门组织的培训和

考核事项，为企业和学员提供便利和服

务。 据悉，该中心积极主动向上级部门

申请下放培训考核点。“比如以往学员

要参加建筑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从业资

格继续教育以及建筑领域岗位技能培

训考核都得去广州参加培训、 考核，学

员食宿的费用要自己解决，从培训到领

合格证往往需要一个半月时间。 ”黄剑

说，“随着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考

核职责下放到省级行业协会和地级市，

我们中心积极迎合政策，向下放事项的

行业协会和地市主管部门申请培训考

核点落地培训中心， 这样一来东莞的

企业和学员不需两地奔波， 大大地节

省了企业和学员的培训考核成本。 从

去年开始部分发证机构和单位开始颁

发电子证， 且从培训到领证只需5～10

个工作日， 节省了企业和学员一半以

上的时间。”

据介绍， 从今年开始， 建造师继续

教育以及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

员的考核也下放到市建设培训中心。

“今后， 我们还将努力推动建设行业高

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

（例如 ：注册建筑

师、结构师、规划师）

等培训考核工作落

地东莞，为东莞的建设行业、 建筑企业

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黄剑说。

探索粤港澳人才培养模式

此外， 该中心还积极探索粤港澳

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 市建设培训中

心已与香港建造业议会取得了联系，

双方接下来将探讨合作机会和发展方

向， 为两地建筑行业从业人员提供交

流、 对接的平台。

黄剑说， “在此我要呼吁一下，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 企业和从业人员

都应积极主动参加学习， 加强安全管

理意识， 通过正规的培训机构参加培

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在政策方面， 也

呼吁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建筑企业及

在建工程项目现场从业人员的检查力

度， 贯彻持证上岗的要求， 以降低建

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概率。”

市福彩中心：

做公益，一直在行动

去年共筹集福彩公益金8.41亿元，为福利慈善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广东省建设行业岗位技能培训基

地。 通讯员供图

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自成立以

来，积极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大力资助

社会福利和公益项目等。 去年，该中心全

年共销售福利彩票 29.77 亿元， 筹集福彩

公益金 8.41 亿元， 其中市级留成 3.01 亿

元，为福利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资金保障。 2019 年，该中心将会筹集更多

的福彩公益金，为东莞市社会福利和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向社会传

递更多正能量。

去年筹集福彩公益金8.41亿元

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始终坚持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和

“安全运行、健康发展”的指导方针，在社

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参与下，全市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在

不断探索中规范管理，不断探索和总结福

利彩票的发行方式、方法，积极筹集福利

彩票公益金，大力资助社会福利和公益项

目，为推动全市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9 年， 该中心将继续不忘初心，

为爱前行， 促进福利彩票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 筹集更多的福彩公益金， 为东莞

市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发放高龄老人津贴 6244.92万元

福利彩票公益金都花在哪了？ 据介

绍，该中心成立以来陆续资助了市社会福

利中心、镇街敬老院、残疾人、特殊困难人

员等社会福利项目，为东莞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福利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莞市民政局资料显示：2018 年，使

用福彩公益金共发放低保对象基本医疗

救助金3217.01万元； 低保对象参加社会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补助资金1194.66

万元； 居家养老服务实施经费3214.65万

元； 向7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生活津

贴共6244.92万元； 居家养老平安铃安装

及服务经费1002.47万元； 失能老年人护

理补贴598.97万元； 养老机构补助经费

585.53万元， 充分发挥了福彩公益金的最

大效应。

另外， 2018年， 东莞福彩公益金向

市医疗救济基金注资2000万， 向东莞福

彩关爱基金注资1000万元。 东莞市医疗

救济基金和东莞福彩关爱基金的救助对

象不分户籍， 即东莞本地困难人员和非

莞籍困难人员都可以申请。

救助罹患重大疾病的困难人员

据悉，困难人员罹患重大疾病，一年

以内如自付医疗费用 1 万元以上 8 万元

以下，可申请“东莞市医疗救济基金”，救

助金额为 3000~8000 元不等。 一年以内如

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8 万元，可申请“福彩

关爱基金”，救助金额为 1 万~5 万元不等。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东莞福彩关

爱基金临时救助项目共救助困难群众162

人次， 发放救助金365万元， 共有24人次

获得最高5万元救助。 从救助对象户籍来

看， 东莞本地户籍困难群众有134人次，

非本地户籍困难群众有28人次。 救助对

象中， 绝大部分为重大疾病患者， 包括

心脑血管疾病、 尿毒症、 重症肺炎、 白

血病等患者。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赖群生

福彩夏令营

2 018 年 8 月 13

日到 16 日，开展了为

期四天三夜的“我的

中国梦·青春七彩梦”

———第九届东莞市福

彩夏令营活动， 共有

100 名留守少年儿童

参加， 帮助更多留守

儿童健康成长。

福彩育苗计划

2018 年共开设

了四期福彩育苗班，

分别为春季班、 暑期

班、秋季两班，开设了

小主持人、舞蹈、国学

朗诵以及书法等培训

课程，为 6 至 16 周岁

的生活困难少年儿

童、 异地务工人员子

女、 留守少年儿童提

供免费的才艺培训。

爱心行动

东莞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福利和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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