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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技工缺口近千万 国家将提高待遇大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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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人社部召开

会议，要求贯彻落实《技工

教育“十三五”规划》。人社

部副部长汤涛表示， 要大

力发展技工教育， 着力培

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后备产

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

近年， 技能人才缺口

巨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屡

提工匠精神，未来几年，技

能人才迎来利好， 当属无

疑。

高级技工比例仅为5%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

成员李守镇指出，在日本，

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

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到

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

为5%左右， 全国高级技工

缺口近1000万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发布的2017年人才蓝皮书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

4）》指出，我国高级技工缺

口高达上千万人。 而10多

年前， 有关部门针对60家

企业所作的调查显示，技

术工人中， 高级技师比重

仅占0.1%， 技师和高级技

工也仅各占1.1%和6.1%。

2015年年底， 全国共

有技工院校2545所，其中，

技师学院434所， 在校生

322万人 ， 就业率达到

97.4%，骨干院校就业率达

到100%。

政府工作报告屡提工
匠精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 要大力弘扬工匠

精神，植工匠文化，恪尽职

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完

善激励机制， 培育众多中

国工匠， 打造更多享誉世

界的中国品牌， 推动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李克强明确：鼓励企

业开展个性化定制、 柔性

化生产， 培育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增品种、 提品

质、创品牌。

2016年12月8日，在北

京召开的高技能人才座谈

会上，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指出， 高技能人才是我国

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

干和优秀代表， 是创新技

术技能、 创造社会财富的

重要力量， 在推动技术创

新、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技术工人待遇要提高

2016年3月17日，“十

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

3月21日，《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公布。纲要和《意见》明

确，要在薪酬、落户、培训

等方面采取措施， 提高技

术工人待遇。

纲要指出， 要健全高

技能人才薪酬体系， 提高

技术工人待遇。 同时，《意

见》 中也有类似表述：“不

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经

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制

定专门激励办法，纲要明

确，保障人才以技能要素

参与利益分配，以市场价

值回报人才价值，强化对

人才的物质和精神激励。

而《意见》则提出了具体

措施，要研究制定技术技

能人才激励办法，探索建

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试

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

制。

落户大城市不是梦

纲要提出， 省会及以

下城市要全面放开对高校

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

校毕业生、 留学归国人员

的落户限制。同时，纲要也

要求推广专业技术职称、

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

挂钩做法。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

人社部副部长汤涛在

3月15日召开的会议上要

求：要大力发展技工教育，

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把深

化校企合作作为提升技工

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继续强化招生工作，依

托技工院校大力开展职业

培训； 在研究制定提高技

能人才待遇等相关政策措

施时， 要充分考虑技工院

校的政策需求， 开展企业

新型学徒制、职业训练院、

职业培训包等改革试点

时，要把技工院校作为“试

验田”；进一步完善条件保

障，完善生均拨款政策，落

实各项建设项目， 实施好

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2016年 12月 印发的

《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

则明确： 把培育工匠精神

作为技工院校重点教学内

容，贯穿技工教育全过程；

坚持高端引领， 提出大力

发展技师学院、 实施技工

教育高端引领计划， 着力

培养大国工匠； 首次明确

技工院校中级工班、 高级

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

毕业生分别按相当于中

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

关待遇； 明确技工院校比

照同层次职业院校标准落

实经费。

（据《工人日报》）

新华社消息
国家发

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19日

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

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

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

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必须用

深化改革的办法，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效率，实现供求关

系新的动态均衡。

何立峰当日在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说，

我国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

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

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

需求。同时，我国存在资金

脱实向虚现象，大量资金在

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加大

了金融体系风险，加重了实

体经济的融资困难。 此外，

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

一度带动一线城市和热点

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推

高了实体经济成本。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深化之年。 何立峰

说， 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

律，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

业垄断、 壁垒阻隔和地方

保护，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

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和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用

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 做到政府行为不

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陈炜伟潘洁）

《北京晨报》消息
3月

21日为“世界睡眠日”，中

国睡眠研究会日前发布

了《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

状报告》，“睡个好觉”成

为青年人的奢望。有专家

表示，中国青年人的睡眠

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不

规律的作息，对身体造成

潜在危害。

本次调查范围纳入

了10岁至45岁的人群，共

调查了近6万人。 从整体

的睡眠状况来看，76%的

受访者表示入睡困难，其

中超过13%的人甚至感觉

处在痛苦状态， 只有24%

的受访者表示睡眠整体

状况不错。其中，能“一觉

到天亮”的人堪称是上帝

的宠儿，而这样“没心没

肺”的青年人只有11%，其

他受访者都表示会半夜

醒来。

中国青年人的睡眠

质量不高，表示“睡醒后

像充电一样”的受访者只

有5.6%；而“睡不够，起不

来”或者“睡了却依然疲

惫”的受访者高达91%。不

少受访者承认，睡眠好坏

要看工作压力，工作压力

大时就睡不好觉。

当工作与睡眠发生

冲突时，睡觉绝对不是首

选。调查显示，六成以上

的受访者会牺牲睡眠时

间来完成工作。更糟糕的

是， 即便加班完成了工

作，他们依然不会选择睡

觉，而是东翻西看，患有

严重的“晚睡拖延症”，迟

迟不愿意送走这一天。学

历高的人更关注健康，自

律性也强，因此对睡眠的

掌控要好一些。 但是，总

体来看，生活作息非常规

律的受访者只占5%。

中国睡眠研究会工

作人员认为，压力、焦虑、

情绪低落是中国青年睡

不好觉的罪魁祸首。但

是，电子产品也是偷走睡

眠的帮凶，电子产品的蓝

光效应会影响褪黑素的

分泌，影响人的睡眠。93%

的受访者睡前玩手机，追

剧和购物消耗了大量睡

觉时间。调查显示，一些

平时很关注美容阅读内

容的人群， 凌晨2点时手

机依然保持着非常活跃

的状态，可谓是“贴着面

膜刷屏”。调查者认为，中

国青年作息时间随意性

很大， 不仅影响性欲，也

造成了食欲不振、患癌风

险提高、工作效率低下等

负面影响。

（崔红）

《北京晚报》消息
国

家质检总局官网19日公

布了2月份未予准入的食

品化妆品信息，其中食品

92批次，来自24个国家和

地区。目前，所有不合格

食品都已依法做退货或

销毁处理。

此次不合格食品中，

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或营养强化剂

的问题最为严重， 来自

俄罗斯、 马来西亚、日

本、 澳大利亚等10个国

家的28批次食品均因此

被处理。黑名单显示，德

国喜宝3款婴幼儿米粉

因钙、铁、锌及多种维生

素等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要求被退货；亿

滋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进口的Sunfeast草莓味饼

干， 因超范围使用食品

添加剂赤藓红被销毁处

理； 来自澳大利亚的保

利牌全脂巴士杀菌乳，

超过保质期被销毁；来

自韩国的谷田乐发酵谷

物粉大肠菌群超标；英

国航空公司上海办事处

从英国进口的柠檬水，

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

（杨滨）

白鹇谷

在明溪县夏阳乡紫云

村“白鹇谷”内拍摄的白鹇

（3月19日摄）。

“白鹇谷”位于闽西北

明溪县夏阳乡紫云村 。

2016年6月，杨美林和刚大

学毕业的孙子杨水清携

手在自家承包的山林谷

地，打造了一个山村鸟类

自然保护区，培育、保护

稀有鸟类，发展乡村观光

游。“白鹇谷”因先后引进

数十只野生白鹇而得名，

杨美林则被村民戏称为

“白鹇谷谷主”。明溪县地

处闽江源头，生态环境优

越， 是亚洲东部鸟类迁徙

的重要停歇站和夏候鸟的

重要繁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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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个好觉”成青年人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