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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2018年上海职业技能培训第一批补贴目录和标准公布

紧缺、急需项目可享受政策倾斜

一、职业资格鉴定项目
1 车工▲
车工（五、四、三、二、一级）
车工（数控车工）（四、三、二、一

级）
2 保育员（五、四、三级）▲
3 保安员（五、四、三级、二、一

级）
4 茶艺师（五、四、三级）
5 电工（五、四、三、二、一级）▲
6 电切削工▲
电切削工（二、一级）
电切削工（电火花成形机床操

作工）（五、四、三级）
电切削工（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操作工）（五、四、三级）
7 电梯安装维修工（五、四、三、

二、一级）▲
8 锅炉操作工（五、四、三、二

级）▲
9 焊工（五、四、三、二、一级）▲
10 机床装调维修工（四、三级）

▲
11 美发师（五、四、三、二、一

级）
12 磨工（五、四、三、二、一级）

▲
13 模具工▲
模具工（冷冲模具工）（四、三、

二、一级）
模具工（塑料模具工）（四、三、

二、一级）
14 美容师（五、四、三、二、一

级）
15 评茶员（五、四、三级）
16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工（五、四、三、二、一

级）
汽车维修工（汽车美容装潢工）

（五、四级）
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整形修

复工）（五、四、三、二级）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五、四、三级）
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涂装修

复工）（五、四、三、二级）
17 钳工▲
钳工（工具钳工）（五、四、三、

二、一级）
钳工（机修钳工）（五、四、三、

二、一级）
钳工（装配钳工）（五、四、三、

二、一级）
18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五、

四、三、二级）▲
19 铣工▲
铣工（五、四、三、二、一级）
铣工（数控铣工）（四、三、二、一

级）
20 西式面点师（五、四、三、二、

一级）
21 西式烹调师（五、四、三、二、

一级）
22 有害生物防制员（五、四、三

级）
23 眼镜定配工（五、四、三级）
24 眼镜验光员（五、四、三、二、

一级）
25 育婴员（五、四、三级）▲
26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五、四、三、二、一级）▲
27 智能楼宇管理员（四、三级）

▲
28 中式面点师（五、四、三、二、

一级）

29 中式烹调师（五、四、三、二、
一级）

30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五、四、三、二、一级）▲

31 劳动关系协调员（三级）

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
（一）技能类
1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示教
2 工业机器人基本编程与维护
3 创业能力
4 芳香美容
5 高尔夫球童服务
6 瓜果栽培
7 国际商务实务操作
8 国际商务运营实施
9 白山羊饲养
10 大棚蔬菜
11 花式咖啡制作
12 河蟹养殖
13 经典咖啡制作
14 健康照护▲
15 家政服务▲
16 林木栽培
17 母婴护理▲
18 母婴保育▲
19 日式料理制作
20 T恤设计与印染
21 陶艺制作
22 物业水电维修
23 艺术插花
（二）高新类
1 数据库应用（Oracle）（四、三

级）
2 数据库应用（SQL Server）

（四、三级）
3 电子商务应用（四、三级）
4 广告设计（四、三级）

5 计算机操作（五、四级）
6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四级）
7 计算机辅助设计CAM（四级）
8 计算机中文速记（四级）
9 视频编辑（四、三级）
10 办公软件应用（四级）
11 多媒体软件制作（四、三

级）
12 图形图像处理（四、三级）
13 网页制作（四、三级）
14 信息安全防护（四、三级）
（三）其它类
1 养老护理（医疗照护）▲
2 养老护理▲

三、专项培训项目
1 中小微企业集中培训项目
2 技能类定向培训项目
3 企业内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
4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培训项

目
5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项目
6 技师继续培训项目
7 校企合作培养项目
8 高师带徒培养项目
9 技能竞赛赛前培训项目
10 岗位成才或自学成才项目
11“直通车式”双证融通培训

项目
12 服刑戒毒人员培训项目
说明：
1 职业（工种）等级名称统一为

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四级、三级、二

级、一级（五级相当于初级，四级相

当于中级，三级相当于高级，二级相

当于技师，一级相当于高级技师）。

2 标识▲的项目为紧缺急需项

目。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近日，为提高劳动者的
职业技能素质，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
就业，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
布了《2018年上海市职业技能培训
第一批补贴目录》和《2018年上海市
职业技能培训第一批补贴目录内各
项目补贴标准》，凡上海市符合补贴
条件的劳动者参加补贴目录内项目
的培训或鉴定，可按本市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的有关规定，享受相应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

此次公布的补贴目录内培训项
目主要包括职业资格鉴定项目、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和专项培训项目
三大类。其中，职业资格鉴定项目主
要包括车工、保育员、茶艺师等 31

项。与去年相比，紧缺急需项目中新
增了育婴员、母婴护理等职业技能培
训项目。而按本市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有关规定，对补贴对象参加紧缺急
需项目培训的将予以政策倾斜。

而目录内的中小微企业集中培
训项目、技能类定向培训项目、企业
内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高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培训项目、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训项目、技师继续培训项目、校企
合作培养项目、高师带徒培养项目、
技能竞赛赛前培训项目、岗位成才或
自学成才项目、“直通车式”双证融通
培训项目以及服刑戒毒人员培训项
目等专项培训项目的培训补贴则按
相应专项文件的规定，对照相应的补
贴标准执行。

据了解，培训费补贴标准含培训

和鉴定两部分补贴费用。培训费补
贴标准（标准价）是基于公布的标准
培训课时数进行培训的补贴标准；培
训费补贴标准（基本价）是指基于公
布的标准培训课时数的70%进行培
训的补贴标准，主要适用于有一定技
术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培训学员（主要
是指企业在岗职工）。

其中，中小微企业集中培训项
目中的岗位练兵、农民工培训中的
岗位培训补贴标准统一由按实际
课时计算的培训费和考核费组成，
课时最高不超过 40 课时。培训内
容仅为理论培训的，补贴标准为12
元/课时；培训内容为理论和操作培
训相结合的，补贴标准为 15 元/课
时。技能类定向培训项目中的岗
位培训，补贴标准统一由按实际课

时计算的培训费和考核费组成，补
贴标准为15元/课时。上述各类岗
位培训理论知识考核费10元，操作
技能考费65元。

此外，鼓励各区在市补贴目录和
补贴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区促进就
业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需要，制
定区域性补贴目录和补贴标准。

据悉，《2018年上海市职业技能
培训第一批补贴目录》和《2018年上
海市职业技能培训第一批补贴目录
内各项目补贴标准》自2018年4月1
日起实施，劳动者报名参加的补贴培
训项目在2018年4月1日或以后开
班的，按此次公布的目录和标准执
行 。 详 情 可 登 录 http：//
www.12333sh.gov.cn/wsbs/zypxjd/
2007zpsy/index.shtml查询。

近日，为加强护理服务人员职业

技能培训，提升护理服务人员技能水

平，为本市长期护理保险扩大试点提

供护理服务人力资源保障，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民政局

公布了《关于做好养老护理服务人员

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技能培训享受补贴
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20年，上海

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

540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带来了对

护理需求的快速增长。并随着本市长护

险扩大试点，对护理服务人员需求也不

断增加。为了满足上海城市发展需要，

将养老护理、养老护理（医疗照护）作为

本市紧缺急需培训项目纳入了政府补贴

培训范围。通知中规定，经有关部门认

定，本市从事养老护理行业60岁以下从

业人员，参加养老护理、养老护理（医疗

照护）等技能培训，技能水平评价合格

的，可参照农民工享受培训补贴。

评价考核主体调整
通知中规定，养老护理、养老护

理（医疗照护）培训内容、培训课时、

培训补贴标准等参照原养老护理员

（五级）、养老护理员（医疗照护）（五

级）培训项目的有关规定执行。但评

价考核模式进行了调整，考核主体发

生了变化，由市福利行业协会、市社

区卫生协会分别对养老护理、养老护

理（医疗照护）项目组织实施技能水

平评价，对技能水平评价成绩合格者

颁发技能水平评价证明。其中，区人

社部门负责技能水平评价考核督考

工作，市就业促进中心负责技能水平

评价考核巡考工作。

据悉，本通知自 2018年1月1日

起实施，而按本通知开展的养老护

理、养老护理（医疗照护）培训和技能

水平评价结果，均纳入本市职业培训

信息管理系统，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提供培训和评价成绩信息查询服务。

2018年上海市职业技能培训第一批补贴目录

养老护理纳入补贴 为提升服务人员技能水平“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