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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洲

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建议》将
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城市列
入宁波“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目标之一，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更多地聚焦于实体经济，使宁
波成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第一
城、先进制造业集群之城和国际智
能制造新高地，基本建成国家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作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力量和坚实基础，更多高技能人
才的脱颖而出已时不我待。为此，《建
议》强调要实施人才和创新“栽树工
程”，打造高素质人才发展重要首选
地。这其中理应包括做好做精做强高
技能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更好地
吸纳高技能人才来到宁波、扎根宁
波，并在宁波成长成才，以培育更为
强劲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宁波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催生
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近年来，我
市瞄准国家战略，壮大现代产业，做
大企业实力，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
新动能，加速实施“数字宁波”建设、
创新设计发展、5G应用和产业化等
行动。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将促

使本地人才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发
生新变化，数字工匠、智能化高端装
备制造等热门行业技能人才面临需
求“井喷”，机械工程设计、模具开发
等技术工人备受企业青睐，各类高
技能人才成为各行业争抢的“香饽
饽”。但综观本地人才供求形势可以
发现，技能劳动者比例不高，高技能
人才总量短缺、结构失衡。这些问题
如果得不到有效破解，或将制约甬
企转型发展，成为“产业争先”的障
碍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软肋。

强化政府政策引导，推进“技能
宁波”建设。技能人才是产业发展的
基础，关系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重要性不容低估。应该
说，我市在创建“技能宁波”品牌，打
造高技能人才高地上做了不少工
作，资金投入不断增加，政策措施逐
步完善，接连出台的诸多配套激励
政策更是给高技能人才送上了真金
白银的大礼包。一大批集聚在宁波
产业一线的“工匠”，正成为宁波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在此
基础上，有关部门应强化职责担当，
进一步构建多渠道培养、多元化评
价、多层次使用、多方式激励、多方
位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一

是注重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
励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为高技能
人才构筑活力迸发的发展环境，增
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二
是做实做细做精服务工作，在就业
落户、补贴申领、子女教育、人才公
寓申购等方面为高技能人才提供更
多优惠和帮助，确保扶持激励政策
真正落地并落实到位。

激发企业支持动力，畅通技能
人才成长渠道。技工有力量，企业才
有希望。随着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相当数量的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
的迫切性有时甚至超过对资金、技
术等方面的需求。有鉴于此，企业应
不断变革发展理念，从自身长远利
益出发，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问题，不但加强职工职业培训，
逐步建立技能人才外聘引进与自主
培养并重的机制，消除重使用轻培
训、要求多支持少的现象，更应主动
为高技能人才搭建事业发展平台，
畅通和拓宽成长通道，鼓励和支持
他们参与解决技术难题、强化质量
管理和提升工作效率等，并将薪酬
待遇与技能要素挂钩，从而增强高
技能人才的归属感和尊严感。

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破解高技
能人才培养瓶颈。除了必要的高端
引进外，高技能人才的“宁波制造”
也刻不容缓，这对我市职业教育来

说既是使命在肩，更是严峻挑战。应
该看到，传统的职业技能教育院校
普遍存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
节、课程开发滞后、高素质专业教师
缺乏等现实问题，已难以适应区域
经济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教
育的迫切需求。为此，政府有关部门
应及早谋划，聚焦输送高质量技能
人才这一目标，不断深化职业教育
院校的改革力度，加快构建与现代
产业体系相匹配、产教深度融合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职业院校来
说，当务之急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主动对接企业，在人才培养上变“计
划任务式”为“按需点单式”，以更快
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培养高技能人
才，努力争当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先行城市的“助推器”。

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城
市，呼唤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也只
有一批批“首席工人”和能工巧匠脱
颖而出，“技能宁波”的质量品牌才
能获得新提升，经济发展才能获得
新突破。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城市呼唤更多高技能人才
学习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大家谈⑦

朱泽军

1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报道，1 月 9 日上午，河北省高邑
县已退休的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韩某
某，因为违反了疫情防控规定，辱骂
当地防控人员，该县纪委监委决定
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地公
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5日
的处罚。

毋庸讳言，韩某某不听从当地

疫情防控执勤人员劝阻，强行外出，
辱骂防控执勤人员，不只是对自己
和家人的不负责任，更可能给别人
的健康安危带来影响，对社会公共
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大疫当前，危难
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严格遵
规守纪，切实履行公民义务。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理性面对疫情，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的公
共卫生事件，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
事外。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放任“自
由”，肆意践踏公众的健康安全，
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给国家、社
会添乱。也就是说，当需要佩戴口
罩时，就要严格依照有关规定佩戴
好口罩；当需要出示健康绿码时，
就要及时出示健康绿码；当需要接
受体温检测时，就要积极配合体温
检测；当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

的健康状况时，就绝不允许隐瞒接
触史、瞒报病情；甚至当被要求隔
离观察时，就要无条件地接受隔离
观察。在法律面前，在公共利益面
前，每个人应自觉遵守规矩，而没
有任性自私的权利。谁若以身试
法，随意践踏规则，不论其地位有
多高，对社会贡献有多大，也必将
受到法律法规的惩处。

一年来的疫情防控表明，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抗击疫情的重要责任
人和战斗员，都不可有丝毫的疏忽
和任何怠慢。只有痛下决心，坚决摒
弃“任性”，担当作为，才能形成人人
遵循规则、依法科学防控的共同价
值取向。

防疫面前，人人都得守规矩

苑广阔

近期，由于河北、辽宁、黑龙江等
部分省市新冠肺炎散发病例增多，疫
情防控形势再次趋紧。最近几天，全
国不少省市发布了疫情防控通知或
公告，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流动，选择
在工作地或居住地过年，避免跨省出
境。这对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恢复元
气的国内旅游业来说，无疑又带来了
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然而，一些在线旅游网站发布的
信息表明，疫情防控下的国内旅游，
并非全是危机，而是危机与契机并
存。在2021年“马蜂窝旅行者之选”景
区榜单中，除了像北京故宫、上海迪
士尼、重庆洪崖洞等“老牌”网红景区
依然在列，一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冷
门、小众景区，也开始占据榜单上的
一席之地，包括青海东台吉乃尔湖、
广东南澳岛、四川达古冰川等。

这些景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
说，为什么能够在疫情防控背景下
脱颖而出？原因恰恰在于它们的冷
门、小众、不知名。这样游客才会少，
才不会出现人山人海的现象，从而
减少病毒传播，让旅游活动变得更
加安全和健康。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
现象，除了说明公众疫情防控意识增

强之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
处。第一，当然是有利于疫情防控。眼
下疫情防控是大事，容不得马虎大意。
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除了个人做好
防控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勤消毒洗手
之外，减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也是
必要手段。这些游客稀少的冷门景区，
恰好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

第二，有利于改变景区之间旱
涝不均的局面，让旅游市场得到均
衡发展。长期以来，热门景区人山人
海，冷门景区门可罗雀的现象一直
存在，既不利于一些景区景点的建
设，也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均衡发展。
现在冷门景区脱颖而出，对于打破
原来冷热不均的格局，实现不同景
区、不同地区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效
益的平衡，无疑很有帮助。

第三，有利于改善游客的旅游
体验。在很多热门景区，游客摩肩接
踵，旅游体验不尽如人意，甚至还会
引发拥堵、踩踏事故。随着一些小众
景区受到关注，既分流了传统热门
景区的客流，也让两类景区的游客
旅游体验能够得到改善，自然是我
们所乐见的。

当然，对于因为疫情危机而催
生出的旅游契机，也需要地方政府、
旅游部门以及景区经营者好好研
究、好好把握。

疫情下的旅游业有危机也有契机

朱晨凯

通过“量化赋分+面试答辩”
新模式让快递小哥评职称，宁波首
轮快递助理工程师和工程师职务任
职资格评审已过公示期，宁波 189
名快递小哥喜获职称，成为专业技
术人才 （1 月 10 日 《宁波日报》）。

快递小哥获职称，打破“蓝
领”“白领”的身份壁垒，体现了
对技能劳动者的尊重与认可。对快
递小哥而言，技能水平有了认证，
待遇、福利和社会地位更高了，工
作积极性满满。对快递用户而言，
这无疑也是利好，今后的用户体验
或许会更好。

像评上快递工程专业助理工程
师职称的刘宝，虽然只有高中学
历，但平时在快件投递网络上应用
专业知识，提升了投递效率。这些
快递小哥获评职称，更愿意留在岗
位上继续学习钻研，也会激发一些
快递小哥的上进心，整体提升快递
服务质量，用户获得优质服务的机
会更大了。

职称评价体系既是对先进者的
肯定，也给后进者无形压力。一些
业务能力不足、素质较低的快递
员 ， 看 看 身 边 同 事 成 了 “ 工 程
师”，多少会有点压力。这种“破
局”，有利于快递业优胜劣汰、健
康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快递用户。

快递小哥评职称是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