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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财：我省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技
能人才占从业人员比重、高技能人才占
技能人才比重“两个占比”偏低，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需
求。目前，我省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
重为23.8%，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重
为 25%，分别低于全国水平 1.2 个和 5 个
百分点。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
结构性矛盾，技工教育“招生难”与企业
技能人才“招工难”并存。技能人才队伍
存在断档问题，高技能人才总量短缺，尤
其是领军人才匮乏。一些制约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企
业承担培训主体责任的机制没有形成，

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一些线上培训
平台没有按照企业需求设置课程，内容
选择与岗位实际脱节；部分技工院校投
入不足、设施和设备陈旧，无法满足办学
和社会化培训需求；社会培训机构发展
水平不一，整体办学规模偏小，规范化水
平不高，难以提供高品质的培训。

王强：当前，还是有一些因素制约着
技能人才在科技创新及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中发挥作用。首先，技能人才参与科
技创新的社会共识有待深化，重学历、轻
技能，重知识、轻技术的传统观念依然存
在，忽视了技能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
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一些政府部门还
没有真正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

队伍建设整体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技能人才全面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其
次，技能人才科技创新能力培养还存在
短板，产教融合培养模式还存在制度保
障不足、各方参与积极性不高、评价机制
不健全等问题。校企合作推进程度不
够，要加快、深入推进校企“双剑合璧”，
推动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参与技工
教育，并将产业发展需求导入技工院校
教学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才能为产业、为企业精准培养、

“量身订制”。
王姝颖：高技能人才职业通道建设

有待加强。高技能人才的职业美誉度和
吸引力还不够高，会直接影响到新生一
代技能人才的质量和后续培养效果。企
业是高技能人才成长的最重要的载体，但
真正将重视技能提升到跟技术研发同等
重要地位的企业很少，高技能人才的职业
发展空间还明显不足，影响到高技能人才
的职业生命周期、职业发展高度和科技创
新的参与程度。高技能人才创新平台建
设有待完善。科技项目申报往往强调研
发技术团队人员的学历和职称要求，却
很少提及职业技能等级以及与职称之间
的对等关系，不利于高技能人才参与科
技研发项目。

今年，我省制定了《辽宁省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辽宁省“十四
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明确了工作目标、任务及措施。我省加强技能
人才培养的方向是什么？如何布局？

布局：
实施“技能辽宁行动”，着力建设“技工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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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财：“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辽宁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时期，传统支柱
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
展，实体经济的成长壮大，迫切需要加快培
养大批高技能人才。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缓
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和社会收
入水平，迫切需要促进劳动者技能更新升
级。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就业优先战略的有关
精神，围绕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
任，加快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做好结
构调整“三篇大文章”、构建“一圈一带两区”
区域发展新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15项重大
工程等要求，全面实施“技能辽宁行动”，研
究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的实施意见》，着力建设“技工强省”。到
2025年，我省基本形成技工教育体系更加完
善、布局更加合理、特色更加突出、技能人才
培养规模和质量更加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良好局面，技能人才总量将达到565万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46.5万人。

王强：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技工
院校应该致力成为各大企业的技能人才库，
秉承“企业的需求就是学院办学目标”的理
念，与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为企业精准
输送素质高、技能强的高技能人才。近年
来，丹东市技师学院与大连今嘉船舶有限公
司共建“冠名班”，学生直接进入该企业就

业，并择优免费推荐到日本研修；与长城汽
车、一汽大众等公司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牵
手中航空港教育集团创办航空服务和铁路
客运服务专业，毕业后推荐到北京首都机场
等全国各大机场及铁路局工作；牵手广东度
才子集团，打造软件工程师辽东训练基地，
优秀毕业生可去华为任职。依托专业优势，
通过校企合作，丹东市技师学院形成了以数
控加工、电气自动化、汽车运用与维修、机械
设备装配、焊接加工、模具制造等骨干专业
为引领的具有丹东产业特色的专业群，毕业
生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

王姝颖：技工教育来源于企业、根植于企
业、服务于企业，最好的教育培养模式就是

“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一体化人
才培养，实现从知识灌输向能力培养转变、从
课堂教学向生产教学转变、从书本教学向实
践教学转变。作为企业，我们将大力推进实
用化技术培训，坚定不移推进工学一体化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实施人才梯
队传帮带，工匠技能与工匠精神双传承。我
们成立了沈阳三洋重工华盛学院、沈阳三洋
电梯大工匠培训中心，组建了行业内资深的
导师团队，目前已经拥有200多名技能人才，
将进一步加大传帮带辐射面，使工匠团队呈
几何级数增长，打造一支500人左右的技能人
才队伍，为企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本版制图 许科

11月28日，辽宁选手姜昊在2022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中，勇夺工业控制项目

金牌，展示了辽宁高技能人才的实力和风

采，这也是我省近年来着力培养高素质技能

人才的一个成果。截至2022年10月底，全

省技能人才总量523.9万人，其中高技能人

才130.9万人。初、中、高技能人才总量比

例，由“十二五”期末的43∶36∶21优化为

“十三五”期末的35∶40∶25，逐步扭转了辽

宁传统的“金字塔”型技能人才分布局面，趋

向更优化的“纺锤”型分布。今年，我省还成

功举办了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为锻

造技能人才队伍、培育大国工匠的“金种子”

擂鼓催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技

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

量，对于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增强核心竞

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近日，我们邀请人社部门、技工

院校、企业负责人及高技能人才，共同就如

何发挥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作用，

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人

才支撑谈想法、提建议。

核心提示

辽宁是共和国长子、老工业基地，我省打造“技能强省”具备哪些基
础？技能人才在技术革新、推动创新方面具备哪些优势？

优势：
技能人才“闯关”意愿强，创新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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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财：锻造技能人才队伍一直是辽宁
加强人才培养的重头戏。近年来，我省大力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三年间全省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477.8万人次（含以工代训），完成国
家任务指标 108 万人次的 442.4%。线上培
训64.1万人次，以工代训272.2万名职工，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3.9万人，技工院校招生
7.8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16.3万人。不断
促进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发展，全省有技工
院校109家，其中72所院校开展招生。鼓励
指导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全省共有社会
培训机构787家。

促进增“量”的同时，我省积极加强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着重“质”的提升。目前全
省有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23人、全国技术
能手144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技能人
才75人。辽宁功勋高技能人才21人，辽宁
省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250人，辽宁工匠
195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43家，省级
技能大师工作站164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28家、省级职业技能培训示范基
地59家。

王姝颖：我省作为制造业基地和重工
业大省，有非常好的产业积累、技术积累、
人才积累，对今后的技能人才培养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技能人才是联结技术创新与
生产实践“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核心劳动要
素，在生产过程中担负着试验检验、生产制
造、保障维修等重要任务，扎根生产一线工
作的经历使得技能人才非常清楚生产实际
中存在的问题、了解生产过程中急需改进
的环节，他们解决生产中关键技术、工艺及

流程等方面问题的“闯关”意愿强、创新潜力
较大，对于企业升级自有技术、消化引进技
术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创
新思维、创新勇气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已成为企业的共识，让技能人才的综合
素质与岗位的创新要求相匹配、技能人才的
人格特征与岗位的人格要求相匹配、技能人
才的专业水平与岗位职责相匹配、技能人才
的职业发展路径与岗位转型升级路径相匹
配，激发技能人才创新的内生动力。

孙飞：辽宁工业底蕴雄厚，特别是在机
械加工制造方面仍然具备技术和人才优
势，企业依托高技能人才建立工作室、工作
站，组建高技能人才团队，在技术革新方面
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比如，我们这个孙
飞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十年来，就攻克了
多项技术难题，在沈阳市国防及中省直企
业工会举办的“揭榜挂帅”活动中，孙飞劳
模创新工作室与其他单位合作接标解决的
某型号细长轴拉杆数控自动化加工技术攻
关、提高某胶圈合格率工艺攻关、齿轮传动
检测与质量控制技术攻关等项目，在相关
技术领域实现了突破。

从 2012 年开始，沈飞公司已经建立了
34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包括两个国家级劳
模创新工作室，参与职工已达576人，培育
各级劳动模范86人。劳模工作室已经成为
公司的创新平台和技术交流驿站，围绕科研
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关键任务立项 329
项，127 项攻关项目分别荣获航空工业、辽
宁省、沈阳市和沈飞公司科技进步奖、十大
创新奖、技术创新奖和优秀“五小”成果。

王强：破除高技能人才在落户、就业、
机关事业单位招聘、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等方
面的限制性规定，让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
人才、管理人才等享有同等的地位。提升高
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使高级技师的工资待
遇与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待遇相近，
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上“轻技能”的择业观。

王姝颖：要为高技能人才搭建创新干
事的舞台，促进高技能人才在科技创新及
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探索实施新时代
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并全面实现
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双向”贯通

发展，畅通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孙飞：留住、用好技能人才，企业是主

体，航空工业沈飞公司出台了人才新政30
条，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这些政策
涵盖了事业立人、待遇留人、文化塑人、素
质育人、感情化人五个部分，包括推进联合
创新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创新研究院、
创新工作室的建设，提升各级专家综合收
入标准，大力推行创新激励，评选年度创
新突出贡献奖并给予相应奖励，获得“大
国工匠”称号的高技能人才内聘为正高级
工程师，强化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等内容，

让技能人才看得到、够得着。
李安财：一方面，我省将完善技工院

校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形成技师学
院、高级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梯次发展、有
序衔接、布局合理的技工教育体系，全面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培
养计划，大力加强校企合作，以技师学院
为重点，在全省遴选 10 所左右优质技工
院校、30个左右优质专业，打造技工教育
特色品牌，积极探索组建区域性、行业性
等多类型技工教育联盟，让辽宁的技能人
才有品牌、有品质。另一方面，多点切入、
多措并举，在留好、用好技能人才方面出实
招、见实效。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
技能等级制度，形成新型“八级工”职业技能
等级。推进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
发展贯通，拓宽技能人才发展通道。开展

“优秀高技能人才”评选，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健全职业技能评价制度，
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广泛开展
职业技能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打造一支技
艺精湛、素质优良的劳动者大军，涌现一批
全国行业领先的技能领军人才，为辽宁高
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主持人：技能人才培养是基础，留住、用好技能人才更是关键。
让技能人才在辽宁振兴发展上“挑大梁”“唱主角”，应该如何畅通渠
道、搭建平台？

路径：
打通个人成长通道，搭建干事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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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哪些亟待加强的地方？在促进技
能人才推动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方面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瓶颈：
高技能人才占比偏低，“重技能”的共识
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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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沈阳三洋重工集团副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