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价格对比

培训机构

广州市职业能力

培训指导中心

广州市职业能力

培训指导中心

广州市职业能力

培训指导中心

某培训机构

课程名称

工业机器人基础班

工业机器人应用班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

师班（推荐就业）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班（签署就业协议）

培训及上课时间

1个月；逢周六或周日上课

1.5个月（基地集训5天）；逢周六

或周日上课(集训5天包住宿）

1个月（基地集训19天）；集训19

天包住宿

2.5个月（不包食宿）；脱产全日

制

报考条件

初中毕业以上， 有电工上岗证和

PLC 证优先录取

工业机器人基础班结业（基础班 +

应用班合报优惠价：7800 元）

工业机器人应用班结业（基础班+应用

班+应用工程师班合报优惠价：9800 元）

零基础

发证机关

/

证书

广州市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

心（结业证）

广州市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

心（结业证）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证）

课程学完有国家行业指导委

员会颁发的证书， 另外可培训考

取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考试中心

(机器人初级操作证书)

总费用（元）

2200

6300

2800

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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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人社局官网“寻宝”

收获满满技能包 还有补贴可领

逾百种岗位培训等你来学

在广州市人社局官网（首页-业

务专题-就业创业-职业能力培训（创

业培训））上，公示了多个岗位的开班

信息，如育婴员、催乳师、西式面点、粤

菜厨师、面点师等职业招生简章。以西

餐厨师班为例，相关开班通知提到，主

教导师朱活行现任职于广州白天鹅宾

馆西厨部，系广东烹饪名师、广东省技

术能手。记者梳理发现，西餐厨师班课

程费用 2380 元，包括学费和实习原料

等费用，在接受 1 个月学习后，符合条

件并考到初级、高级证书分别有 1600

元、2200 元补贴。 如此一来，抵去学杂

费后， 拿到一个经认证的职业资格证

书的成本在 1500 元左右。

据了解，上面说到的补贴，由学员

顺利考取证书后可以在各区申请。 记

者近期就拨打番禺区失业补助中心的

公开电话，其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未领

取退休金， 考取证书后可就自身情况

申请补贴。“如果申请失业技能提升补

贴， 要在广州市购买了失业保险并累

计缴费 3 年以上。

另外，每个区还有

技能晋升补贴指

标，只要户口或暂

住证在番禺区，且

有有效的广东省

核发的社保卡，考

到证书就可申请

领取补贴指标。 补

贴具体情况要根

据获取的证书来定， 一些证书是没有

补贴的。 ”该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发现， 目前广州市人社部门

除了在 PC 端提供相关服务， 于今年

年初上线的广州职业培训地图（线上

版）， 也分类展示了 100 多个岗位培

训，同时还提供了经广州市、区审批的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和各区公办就业训

练机构的许可培训项目、联系方式等。

记者近日拨打了人社局的咨询电

话，对方表示，职业培训地图主要是为

了方便市民寻找合适的培训机构。“如

果想提升技能，可以上网搜索《技能晋

升培训补贴项目及标准目录》，里面明

确列示了哪些证书可以申请补贴，再

到职业培训地图找相应的机构， 咨询

具体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市民想考的

证书有在标准目录内， 只要不涉及在

编公务员、 在校大学生， 不论是否失

业、户籍是否在本市，法定年龄的劳动

者就可到区里申请补贴。”该工作人员

表示。

官方培训项目性价比高

即使没有补贴， 记者对比发现，相

比市场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市民报

名参加由市人社局开设的职业技能培

训课程，所付出的学习成本、时间成本

要低于前者。

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为例，

在广州市人社局官网最新发布的职业

能力培训课程开班通知，便有一个与之相

关的项目。根据通知内容，广州市职业能力

培训指导中心计划在本月开设一个电气项

目培训班，具体包括工业机器人基础班、应

用班和应用工程师班（推荐就业），均计

划于 5 月 19 日开班，主要在周末上课，

学费分别是 2200 元、6300 元、2800 元，

培训时间分别为 1 个月、1.5 个月、1 个

月。期间若有集体培训，均包食宿。如果

零基础的学员，一次报齐 3 个班，还可

享受优惠。

与广州市人社局直属的公办培训

机构相比，记者在网上查询到的以工业

机器人培训的机构， 收费则要高得多。

记者了解到，该机构的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班，两个半月的培训，除需交 17800

元的学费，另外在住宿和水电费上的支

出也要数百元。

记者虽然无法确认两者之间的课

程内容具体差别，但两者考取的证书有

一定的类似。 根据人社局官网内容，课

程完成之后， 学员可考取相应的证书，

其中基础班和应用班对应的是广州市

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心结业证，而应用

工程师班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

流中心发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

证。 与之相比较，上述机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完成上述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班课程后，可另外培训考取工业和信息

化部与考试中心下发的机器人初级操

作证书。

官方组织免费活动多

若不想考取职业证书，也有很多实

惠的兴趣班供市民学习体验。如记者在

广州市文化馆旗下的“广州非遗”公众

号发现，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和相关协办单位定时会组织相应的

非遗课程，包括体验醒狮，学习玉雕、广

绣、榄雕等，甚至带你游波罗诞、体验舞

春牛民俗、制作岭南盆景等等。 除一些

青少年体验班或家庭亲子课外，18 岁到

60 岁的市民均能报名，且上课时间相当

贴心，大部分都安排在周六日。

根据公开资料，这些课程均由各个

领域的代表性传承人上课。例如在近期

开班的广绣学习班，老师为广绣代表性

传承人黄敏健。该课程计划是市民先了

解广绣的历史、文化及基本针法，随后

在老师的指导下绣制一件荷花图案的

手提包。 鉴于课程的公益性质，广州非

遗体验课旗下课程均不收取学费，仅仅

收取材料费或工具费，完成的作品可自

行带走。 如上述的广绣体验课收取 250

元/人的材料费用。

另外，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儿图书

馆也会时不时发出福利， 组织一些手

工活动、讲座等。 如广州图书馆在刚

刚过去的母亲节 ， 就组织了不织布

手工小物创作体验 。 广东省博物馆

也会免费推出鉴宝活动 、 压花体验

等。

不过， 上述公益活动一般名额有

限，报名人数较多时就需靠手速，甚至靠

运气在“抽签”胜出。 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董帅表示， 广州非遗

的系统是先报先得，一般 10分钟以内就会

满额。 今年广州非遗的活动都是结合节

气推出，有兴趣的市民可关注。

布罗斯李：查了一下，广州不愧是广州，

98%

的培训与吃有关。

什么粤菜厨师、西餐厨师、西式面点，还有广东烧腊班，十分心动

了！

展妈的小能猫：看了价格，就算最后没拿到证和补贴，也比市

场上的划算啊，艺术插花和烘培心动了。

金刚不坏小白

wolf

：我在广州上过中厨，课程密度大到哭，材

料都是清远鸡什么，免费的话真的超级划算。

桃野星幸：各地都有！！ 当时是为了陪父母一起的，凑数学了

西点烘焙。 几个月也就交了几百块钱而已，课程满满当当，结业考

试还拿到了西点初级证书哈哈！

□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周末宅在家里没事情打发时间？想充电但囊中羞涩怎么办？前段

时间，一微博网友的爆料，引发网友到各地人社局官网“寻宝”活动。

据该网友爆料， 全国各个省市的人社局官网上列有许多补贴职业培

训项目。 记者梳理发现，就广州本地情况而言，广州市人社局也开设

了各类培训班，包括电工、粤菜厨师、西点师等，市民获取证书后若符

合条件可申请补贴。 此外， 广州部分社会机构也推出各类兴趣班课

程，市民只需自付部分器材成本，就能体验玉雕、木雕、刺绣等项目。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职业能力培训指导中心已推出“广州职业培

训地图（线上版）”，列示了 100多个岗位证书对应的培训机构。 其中

符合国家认定的技能晋升补贴工种， 法定年龄的劳动者在领取证书

之后，也能申请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