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社会
化、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产
业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的素质
提出更高要求。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扎实推进全社会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促进劳动者技能

持续精进以适应产业大发展的
需要。

2019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提取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资金
5.9 亿元，计划开展各类补贴性培
训。3年来，全市累计开展各类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67万人次，累
计支出超过 5.8 亿元，资金支出进
度、培训人数等各项指标均位居全
省前列；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超过3000人；开发公布职业技能培
训课程标准63个。同时，我市大力

建设实训培养载体平台，成立市高
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已建成智
能制造、工业自动化、现代服务、新
能源四大实训中心。一系列举措提
升了劳动者本领，拓宽了职业发展
空间。

与产业同频共振 推进全社会技能精进

产业升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是制造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然
要求。实现产业大发展，不仅需要大
批拔尖创新人才突破“卡脖子”技术，
还需要铺天盖地的技能人才将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珠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
出，到2025年，我市技能人才总量达
到 85.12 万人，高技能人才达到
34.13万人，两项占比均达到40%，
接近制造业发达国家水平。

加快建设一支与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的技能人才大军是筑牢“产业第
一”的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市加大
政策供给，完善技能人才政策体系，
先后出台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技
能培训规划、落实“粤菜师傅”“广东
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中小企

业员工培训“百万行”等一系列政策，
已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
穿劳动者学习工作终身的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在技能人才培养、引进、使
用、评价和激励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扶持政策。

锚定“产业第一”谋划政策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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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企业走好技能人才自主培
养之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把
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师工作站作
为高技能人才、工匠精神传帮带的载
体，把培训教室“搬”进车间岗位，促进
员工技能水平快速提高，成长为技术
骨干，使企业发展更有底气和韧劲儿。

目前，全市已支持建成市级及以

上高技能人才实训（培养）基地11家
（其中国家级3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16家（其中国家级2家）、技师工作站
19家；建成省市级“粤菜师傅”培训基
地16个、大师工作室13个、技师工作
站3个；建成市级“南粤家政”大师工
作室4个、技师工作站2个，认定市级
家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15家，其中1

家被认定为省级家政服务培训示范
基地；支持建设示范性企业培训中心
17个、乡村工匠工作室42个。全国
首个“国际粤菜人才培训基地”落户
珠海，“珠港澳粤菜研究院”投入运营。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产业第一”
提振人心，让技能人才“职业含金量”
更高，让技能人才更有获得感，劳动

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
风气正在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已然成形。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珠海
在新一轮产业大发展的跑道上阔步
前行。这片广阔的新蓝海，呼唤更多
高素质技能人才成为驱动产业大发
展的骨干力量。

做好工匠精神传帮带 为技能人才成长创造机遇

技能人才工作，基础在培养，难点也在
培养。锚定“产业第一”再出发，作为珠海

“十大英才”、特级工匠、高层次人才以及市
技师学院党委书记的黄国军自觉责任重
大。他就珠海如何建立一支应用型、技能
型、知识型、创新型的技能人才大军服务产
业大发展提出了建议。

增量：大手笔投入校区建设，面向
全国推行“免费学技能”

“如今，中国制造设备已走在世界前
列，但我们抓着金钢钻，却难做出瓷器活
儿，生产高精尖产品需花费很大力气，且难
以批量生产。究其原因，是设备操作人的
问题。”黄国军分析，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珠海提出产业大发展大提升，
技工教育提质扩容已迫在眉睫。

黄国军说，推进技能人才培养跟上产
业发展速度，珠海要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培
养技能人才之路。一是要做大做强公办的
市技师学院，按10000人以上在校生的规
模加快建设。民办技工院校受资金限制可
在专业设置上差异化发展，主要面向第三
产业服务类。二是政府要主导解决生源问
题。珠海人口基数小，2022年初中毕业生
2.3万，其中1.3万升普通高中，留给职业
（技工）院校的招生空间才1万人。“近年
来，珠海面向东西部帮扶地区怒江、遵义、
茂名、阳江以及全国农村户籍的孩子实行

“免学费学技能”政策。珠海能不能把招生
眼光面向全国，让全国城镇户籍的毕业生
都可免费入读珠海技工院校？迈出这一
步，珠海将在全国开先河。”黄国军算了一
笔细账，珠海技工院校招生容量每年最多
5千人，财政压力并不大，但换来的是生源
大增。

自珠海对口帮扶怒江以来，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技工教育帮扶举措，
怒江人来珠海学技能免学费、住宿费、书本
费，还可获得生活费和交通费资助。目前，
珠海累计接收1354名怒江籍技工学生，毕

业起薪在4800元-9700元。2021年，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帮扶地区遵义、
阳江和茂名累积帮扶招生475人。根据统
计，免费教育扶贫东西部帮扶地区的毕业
生留珠就业率达92%。

提质：深入实施“工学一体化”，加
快向“3+2”转型

“学生的量增上来了，步入社会后企业
认不认同的关键在于质量。”黄国军表示，
在提“提质”上要找准几方面的着力点：一
是大力提升教职工的获得感。珠海要着力
解决教职工编制问题，可制定激励机制，凡
是获得省级以上技术能手的教师直接给编
制，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二是在技工院
校大力推广“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

“工学一体化”是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
学习，落实“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是学生高质量就业、企业高质量用工
的重要途径；三是要调整办学思路，加快向

“3+2”教学模式转型，扩大与东西部帮扶
的各中职院校合作。去年，市技师学院与
遵义建立联合订单班，遵义三年中职的学
生毕业后，再到珠海就读两年，输出的是五
年制高级技工和技师。黄国军算了一笔
账，现在学生在校4年，市技师学院每年输
出毕业生1300人。通过“3+2”模式，在校
生不变，在校时间缩短一半，每年毕业生将
达2600人，且可实现“质”与“量”的同步提
升；四是加大与企业联合培养技能人才的
力度，扩大非全日制班、企业新型学徒制班
的规模，对在岗人员的技能进行再培训再
提升。此举将最大程度地稳定企业用工。

“检验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
的匹配度，需要一个科学的、可测量的指
标——学生就业稳定率。就业稳定率越
高，说明校企、人岗之间的匹配度越高，说
明企业对学生满意、学生对企业满意。就
业稳定率越高，企业的用工成本越低、输出
产品的质量越好。”深耕企业29年的黄国
军说。

每年5月的第二周是职教周。今年职
教周前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
施。利好政策释放，珠海将如何抢抓机遇，
打造与“产业第一”相匹配的技能人才新高
地，为产业大发展集聚磅礴动力？

近年来，我市密集出台一系列务实举
措，实施技工教育大发展行动，促进技工教
育扩容提质，推进技工教育与产业转型升
级深度融合，技工院校已成为培养和输送
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

2021年，全市技工院校招生5257人，
较2019年增长近50%，在校生1.4万人，
其中高级工及以上占53%左右。全市技
工院校毕业生2240人，同比略有增长，总
体就业率近100%，留珠就业近90%。毕
业技工深受全市重点企业青睐。

支持技工院校做大做强

2019年，市技师学院金湾校区落成启
用，聚焦智能制造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智
能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群。2021年，该院
吉大校区改扩建整体工程完工，开启了“一
校两区”办学新征程。该院获批为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广东省十所高水平
技师学院建设学校之一。市技师学院一再
升级，是我市技工教育增强适应性的具体
体现。

技工院校是大国工匠成长的摇篮，是
产业大发展的“蓄水池”。目前，我市有公
办技工院校1所、民办4所。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一方面支持市技师学院做优
做强，把加快推进市技师学院建设成为高
水平技师学院作为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促
进民办技工学校扩容提质，下大力气解决
民办技工院校建设规划用地，要求属地各
区2025年底前规划不少于45亩地用于民
办技工学校建设。

产教融合向纵深推进

新职教法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支撑，
提出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
业给予奖励、税费优惠等政策激励。近年
来，珠海在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路上奋勇前行。市技师学院与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
公司合作，共建中德西门子技术（珠海）国
际学院，累计培养学生156人；擦亮“摩天
宇中德（珠海）职业培训中心”品牌；推动组
建珠海市技工教育集团，开展“产业靶向”
技能人才培养。

为加快专业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珠
海技工院校根据我市现代产业发展需要建
设相匹配的重点专业、校企合作项目和示

范性跨企业培训中心，每个项目可获得最
高100万元建设经费支持；对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最高按
8500元/人/年的标准给予学校补贴；加快
技工院校重点专业设置，目前，全市有省级
重点专业4个、市级重点专业4个。

以匠育匠开创技能提升新局面

2020年11月28日，在珠澳国际人才
交流大会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
人、珠海特级工匠黄国军与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大可、中国科学院院士汤涛、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等一起站
在了领奖台上，获得“珠海十大英才”称号，
他是唯一一名高技能人才代表。这表明珠
海对大国工匠的重视。

新职教法鼓励技工院校聘请技能大
师、能工巧匠等担任教师。但珠海已抢先
开局：2021年，黄国军走马上任市技师学
院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此
举释放出强烈信号：珠海已在加速推进技
工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以匠育匠开创了全市追求技能提升的
新局面。2021年，珠海选派22名选手参
加国家级技能竞赛、149名选手参加省级
竞赛，斩获国家级一类竞赛一等奖2个、二
等奖4个、三等奖1个，省级竞赛金牌1枚、
银牌1枚、铜牌2枚、一等奖14个等。目
前，全市技能人才有2人获得国务院政府
津贴，有全国技术能手8人，广东省技术能
手30人，南粤技术能手4人。

持续拓展技工院校办学空间

一系列举措为我市技工教育发展提供
了有力托举。“产业第一”冲锋号嘹亮，珠海
技工教育如何卯足劲儿乘势而上，加快构
建现代技工教育体系，培养出更多高素质
技能人才？

唯有坚持问题导向，方能让技工教育
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当前我市技工教育
面临的问题是培养规模较小，2021年在校
生规模仅到中山市的四分之三，民办技工院
校均为租用场地办学，办学空间接近极限，
偏向轻资产服务类专业设置，与我市经济体
量和产业发展不相匹配。

为此，珠海提出，持续加大力度支持技
工院校拓展办学空间：加快推进市技师学
院金湾校区扩建工程，加快落实民办技工
院校45亩规划建设用地；提高技工院校师
资队伍水平；扩大技工院校生源，保障招生
公平；进一步健全产教融合工作机制；进一
步拓宽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深化珠澳
合作，打造湾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做大做强技工院校 打造技能人才高地
为产业大发展集聚磅礴动力

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黄国军：

“增量”“提质”助力技能人才大军建设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跑出技能人才集结“加速度”

为产业大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击鼓催征，奋楫扬帆。一个月前，珠海市产业发展大会

吹响“产业第一”“集结号”，全面打响产业发展攻坚战。“产
业第一”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技能人才一直是推动珠海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强市的
中坚力量。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促进技能人才
素质提升，推进职业教育提质扩容，培养了一批产业发展
需要的技能人才。截至2021年底，珠海技能人才规模达

63.13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量35.69%，高技能人才达
22.7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35.96%，两项占比均位居全
省前列。

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践行“三到三服务”工作法，为产业提
升做好汇聚技能人才这篇大文章，为新时代技能人才建功
立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采写：本报记者 王芳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匠心聚，百业兴。用好用活高技
能人才，要向改革要动力。珠海市人
力资源和保障局强化激励导向作用，
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和提升产业工人
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举措，探索优
化产业工人成长环境和上升路径，让
越来越多的技能人才成为创新创造
主角。

珠海技能人才激励政策要求每
年培育一批珠海特级工匠和珠海工
匠，分别给予每人60万元、10万元
工作津贴；认定一批珠海首席技师，
给予企业30万元奖励；认定一批珠
海乡村工匠，给予每人 5000 元奖
励。目前，珠海已培育认定487名珠
海特级工匠和珠海工匠、38名珠海

首席技师、156名珠海乡村工匠。“头
雁”领航作用促进技能人才“多起来、
高起来、香起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
各种职业技能竞赛，对获奖选手及教
练团队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在全
社会营造崇尚技能成才的浓厚氛围；
推进技能等级企业自主认定和社会

组织第三方评价，创新组建区域性、
行业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围绕
珠海现代产业发展和“粤菜师傅”“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等重点工程，推
动建立9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
备案73家认定机构，完成认定评价
4.6万人次、核发技能等级证书人数
4.3万多本。

打造技能人才“头雁”聚匠心促创新

市技师学
院金湾校区。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各种职业技能竞赛，营造崇尚技能成才的氛围。

截至2021年底，珠海技能人才规模达63.13万人，高技能人才达22.7万人。我市建成省市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16个、大师工作室13个、技师工作站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