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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
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到“十四五”时
期末， 高技能人才制度政策更
加健全、培养体系更加完善、岗
位使用更加合理、 评价机制更

加科学、激励保障更加有力，尊
重技能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更
加浓厚， 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壮
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
化、收入稳定增加，技能人才占
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30%以
上，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
比例达到 1/3，东部省份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35%。力争到 2035 年，技能人才

规模持续壮大、素质大幅提高，
高技能人才数量、 结构与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相
适应。

意见要求， 加大高技能人
才培养力度。 健全高技能人才
培养体系， 创新高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 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
人才培养力度， 发挥职业学校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

用， 优化高技能人才培养资源
和服务供给。

完善技能导向的使用制
度。 健全高技能人才岗位使用
机制， 完善技能要素参与分配
制度， 完善技能人才稳才留才
引才机制。

建立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
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 拓宽
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职

业标准体系和评价制度，推行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 完善职业技能
竞赛体系。

建立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
机制。 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奖
励力度， 健全高技能人才激励
机制。

在保障措施方面，强化组织
领导，加强政策支持，加强技能
人才基础工作。 （据央广网）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日前，民政部
办公厅印发《民政部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 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
确了民政领域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总体要求、 主要任务与保
障措施，并有机衔接《“十四五”
民政信息化发展规划》，对进一
步推动民政数字化转型作出系
统部署。

《方案》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
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 将数字技术
广泛应用于民政管理服务，强
化数字转型、智能提升、融合创
新，推进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
新和履职能力提升， 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推动民政事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方案》提出，要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改革引
领、坚持数据赋能、坚持整体协
同、坚持安全可控。 到 2025 年，
形成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
适应的民政数字政府建设发展
新局面，政府履职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显著提升，基本民生保障
精准化、 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基本社会服务便捷化取得实质
性成果，数字政府建设在促进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方案》围绕总体目标，明
确了构建协同高效的民政数字
化履职能力体系、 科学规范的
民政数字政府建设制度规则体
系、 开放共享的民政数据资源
体系、 智能集约的民政平台支
撑体系、 民政数字政府全方位
安全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 19
项任务，并从加强组织领导、提
升数字素养、 强化分析评估三
个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确
保方案落地落实。

（据民政部官网）

民政部印发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
建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

文章指出， 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这个
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
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
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
敢于刮骨疗毒， 消除一切损
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
素， 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
肌体的病毒， 不断增强党的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
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
大战斗力。

文章指出， 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
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
题， 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
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
本成就。 全党要更加自觉地
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
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
坚持实干兴邦， 始终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章指出，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
想 ，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

互作用，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党的建设 新 的 伟大 工
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
大斗争 、伟大事业 、伟大梦
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
世界形势深刻 变化 的 历 史
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
在应对国内外 各 种 风险 和
考 验 的 历 史 进 程 中始终成
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 在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
领导核心， 凝聚起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

（上接 01 版）

“为进一步推动国际性社会团体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 引导国
际性社会团体积极‘走出去’、扩大国际影响力，9 月 28 日，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举办国际性社会团体法规政策及‘走出去’能
力建设培训班。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柳拯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
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国际性社会团体发展工作，多
次就做好民间外交工作、发挥
国际性社会团体积极作用做
出重要指示批示。 培训班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从
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
应对外部挑战的客观需要和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历史任务三个方面，深刻理解
和把握现阶段建设和发展国
际性社会团体的重要意义；从
把握处理好“符合中国国情”
和“遵循国际规则”之间的辩
证关系、把握处理好“以我为
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处理好
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个方面，深刻理解推动国际

性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要求。

培训班指出，建设和发展
符合我国国情、 活力充分激
发、作用积极正面的国际性社
会团体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坚
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
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要以增强
国际影响力为重点，积极争取
联合国咨商地位， 建立多层
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网
络体系，开展“一带一路”民心
工程， 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
力； 要以完善内部治理为核
心， 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加强对海外分支、代表机构的
规范管理， 注重涉外人才培
养，不断提升风险防控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培训班共分为三个专题。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
会、外交部国际经济司相关
负责同志围 绕 国际性 社 会
团体“走出去 ”工作专题进
行辅导，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围绕国际 性 社会 团 体
内部治理 和登 记 管 理政 策
专题进行辅导，全球能源互
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世界针
灸学会联合 会 围 绕国际 性
社会 团 体 获 得 联 合国咨商
地位、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建
立全球合作伙伴等话题进行
交流。

培训班由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副局长黄茹主持，46
家国际性社会团体通过线上
参加培训。

（据民政部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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