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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出台二十七条措施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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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我国将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先立后破、一进一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
中面临技能人才短缺的状况，亟
须进一步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建
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需要
的评价机制，从而发展壮大技能
人才队伍。 ”汤涛说。

我国的职业资格制度于
1994 年开始建立。 在实施过程
中，该制度逐步暴露出职业资格
过多、过滥，影响就业创业，阻碍
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发挥等问题。
因此，2013 年以来， 我国逐步推
行职业资格制度改革， 先后分 7
批取消了 434 项职业资格，占国
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
70%以上。

此番改革总体思路为对技能
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继续实行职
业资格目录管理； 对技能人员水
平评价类职业资格，按照“先立后
破、一进一退”的原则分步取消，
并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根据安排，1 月将开展首批
职业资格转为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试点工作， 包括家政服务员、
养老护理员等 17 个职业 （工
种）。 2 月将开展第二批试点，在
车工、钳工、铣工、眼镜验光员等
职业（工种）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试点。 第三批职业资格的转
化工作将在 7 月开展。 最终，在
2020 年底前，要将技能人员水平

评价类职业资格全部转为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

“将技能人员水平评价职业
资格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
化等级认定，接受市场和社会认
可与检验，将有利于形成以市场
为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机
制， 促进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 ”张立新说。

由政府转为企业和第三方
机构

全新建立的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与职业资格评价制度有何
区别呢？

评价主体不同。 职业资格评
价是由政府认定的。 而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是由企业等用人单位
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这两类主
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的。“作为
用人主体，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最清楚的。 ”张立新说，自
2018 年底以来， 先后已有 18 家
中央企业、30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900 多家企业进行
了试点。 对社会人员和不具备条
件的中小微企业职工，人社部门
将面向社会，遴选第三方评价机
构，为这两类人员提供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服务。

评价方式不同。 职业资格制
度是由政府部门进行能力鉴定，
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企业可以
自主选择过程考核、 结果鉴定、

业绩评审、技能竞赛、校企合作
等多种评价方式。

“这其中，政府跟市场的关
系有了很大的转变，政府职能由
过去直接鉴定发证转为组织制
定职业分类、开发新职业、发布
国家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同时
对鉴定实施机构进行监管。 ”张
立新说，改革后真正做到了谁用
人、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 截
至目前，由企业发放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已达到 4 万多本，深受
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欢迎。

与此同时，张立新强调，水平
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职
业资格目录，不是取消职业，不是
取消职业标准， 更不是取消技能
人才的评价。 实行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后，对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

选拔使用、 表彰激励都会起到积
极作用， 也能为技能人才成长成
才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政府将强化有效监管责任

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转为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效监管是
关键。“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在
实施过程中，我们将对相关机构
实行备案， 并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 ”汤涛说，一方面，将依托社
会公开遴选的方式，选出有影响
力、有质量、有公信力的社会培
训评价组织和用人单位，并对他
们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也将稳
妥做好职业资格实施机构的职
能调整和转变工作，处理好相关
人员的安置工作，确保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平稳有序实施。
与此同时，人社部门还将做

好职业标准开发，为规范、有序
开展技能人才评价提供坚实基
础。 张立新介绍：在职业分类的
基础上，人社部门将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开发行业企业评价规范，
并组织专家评估、论证，推动符
合条件的行业企业评价规范上
升为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提供依据。

对于备受关注的新职业问
题，汤涛介绍：人社部已对外公
示第二批新职业的相关情况，预
计将在春节前后对外发布。 人社
部门将积极研究开发相关职业
标准， 为新职业人员的培训、技
能等级认定提供依据。

（据《人民日报》）

� � 《广东省加快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若干措施》 制定了广东
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8 个
方面的 27 条措施，突出了 4 个
聚焦：聚焦满足群众需求、聚焦
破解发展瓶颈、 聚焦优化发展
环境、聚焦提升服务质量，不断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的
养老服务需求。

针对广东省 97%以上老
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的

意愿和现实需求，《若干措施》
将加快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放在首要位置，提出织密服
务网络、加强服务指导、强化
规范管理、支持融合发展和注
重关爱服务等具体措施。提出
到 2022 年，社区 15 分钟居家
养老服务圈基本建成，居家社
区养老紧急救援系统基本建
立；力争所有街道和有条件的
乡镇至少建有一家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 提供具备全
托、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
等综合功能的服务，为老年人
提供就近可及的多样化养老
服务；以县为单位全面建立居
家社区老年人定期探访制度，
重点关注空巢、留守、失能、重
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
困难老年人，特殊困难老年人
月探访率达到 100%。

（据民政部网站）

广州：六年共投入 1.2 亿元资助社会组织
� � 1 月 5 日下午， 第六届广
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项目展示暨总结会在广州举
办。 据悉，第六届广州市社会
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创投
项目资金总额达 2240 万元 ，
其中为老服务类项目资助总
额为 1000 万元，助残服务类、
青少年服务类、救助帮困类和
其它公益类项目资助总额为

1240 万元。
据了解，第六届活动资助

的 141 个项目中，已成立党组
织的创投主体有 59 家， 服务
内容包含党建、党员参与服务
的项目近 20 个。 打造成为广
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的品牌项目。 他们通过公益创
投项目，促使品牌组织用点滴
行动践行公益、 整合资源、服

务社会，发挥作用，得到服务
对象一致肯定。

据悉，六年来，广州市社会
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共投入福彩
公益金 12466 万元， 资助创投
项目 838 个， 撬动社会资金
8931 万元， 直接收益人数达
396 万人次，近万名社会组织从
业者参与其中。

（据《信息时报》）

天津：大力开展承诺制审批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

� � 天津市民政局在“一制三
化”改革中，以“事前管标准、
事中管检查、 事后管处罚、信
用管终身 ”为主线 ，积极推行

“社会组织成立” 实行承诺制
审批，推行市级社会团体年检
改年报制度，不断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营造了“宽进严管”的
浓厚氛围。 2019 年新成立市级
社会组织 92 个。 其中，采用承
诺制审批 63 个， 有效激发了
社会组织活力。

按照承诺制审批的要求，针
对不同情况，规范差异化内容的
承诺书，并明确承诺内容及所担
负责任。 申请人在办理社会组织
审批时， 虽具备申请审批条件，
但申报材料不齐时，通过提供标
准化的承诺书，民政部门当即予
以办理，并将申请人书面承诺履
约情况纳入该社会组织信用记
录，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

依据。 同时，还利用“天津市市场
主体联合监管系统”， 对申请人
信用信息进行核查，对加入黑名
单的， 排除在承诺制审批之外，
以规避审批风险； 对信用良好
的，简化申请材料，放宽审核标
准，进行快速审批。

制定出台了《市属社会组织
信用承诺审批监督管理工作规
范》，以“你承诺、我审批，你不兑
现、我就撤销”为原则，明确审
批、监管、执法责任分工、信用信
息适用场景及失信修复处理机
制。 专门成立社会组织监管处，
重点针对采取承诺制审批的社
会组织，按照“见面不见字”的原
则“请进来，走出去”，结合“浸入
式走访调研”、约谈、“双随机、一
公开”上门抽查等时机，送政策、
送服务，摸实情、解难题，促履
约、保信用。

（据中国发展网）

� �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决定分步取消技能人员水平评
价类职业资格，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国新办 1 月 2 日举行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职业能力建设司司
长张立新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改革后，技能水平评价主体将由政府转为企业和第三方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