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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储备人才

职业技能大赛“上海制造”专场下周浦东开赛
■本报记者 严静雯
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之—的上海
市职业技能大赛“上海制造”专场将于
11 月 12 日在浦东举行。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21 年
在上海举办。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
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
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上海制造，代表的
是上海卓越的制造能力。本次职业技能
大赛“上海制造”专场将为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储备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人才。
“上海制造”专场共设正式比赛
项目 6 个、展示型比赛项目 14 个、互动体
验式竞技项目 15 个。

电工、
钳工项目
彰显匠人本色
本次
“上海制造”专场正式比赛项目
的电工与钳工 ，在制造 领域中不可或
缺。相对于其他项目，电工与钳工都比
较
“传统”，但更考验参赛者的匠人精神。
电工项目主要考察参赛者对各种设
备的电气部分进行安装、调试、维护、维
修的能力。
“一个好的电工，需要熟悉产
品的电子元件，一旦出现故障能够及时
排除。”上海三菱电梯的方申炜表示，今
年，三菱电梯将派 3 名员工参赛电工项
目。电路元件、电板、控制柜……一部电
梯，有很多核心部件与电工技能相关，
从
事电工行业也需要一定的门槛。方申炜
表示，在三菱电梯，从事电工者，除了专
业技能外，还需要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凭。
目前虽然有各种先进的加工方法，
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钳工来完成。此次

大赛，正是要考察参赛者使用工具解决
问题的能力。

机器人项目
紧跟产业升级
随着现代工厂的转型升级，工业机
器人在制造领域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近
年来，工业机器人造价下降、智能制造理
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工
厂引入了工业机器人生产线。而且生产
线升级相比传统工业生产线方便快捷。
在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大规模投入应用
的时代，相应的技术人才炙手可热。
此次比赛项目中安排了“工业机器
人操作与示教”
“工业机器人基本编程与
维护”两个项目，展示型比赛中也有“机
器人系统集成”项目。
工业机器人的基础编程与维护应
用，考验参赛者对同类工业机器人具备
程序编写、轨迹调试优化能力等。
“工业
机器人操作与示教”项目则需要参赛者
对工业机器人产品具有一定的现场轨迹
调试、程序的修正、配合工艺工程师调整
工艺节拍以及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的归零
校准的基础能力。

软件类项目
体现前沿科技
现代制造业，离不开软件的辅助。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SLA 3D 打印项
目将考察参赛者在软件上的建模能力。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是指机械制
造从业人员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软件，为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建立零件
和装配模型、工程图纸、设计和工艺解决
方案的数字或纸质文件。SLA 3D 打印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及有效的 3D 打印技
术之一，3D 打印技术人员通过分析产品
技术要求、3D 打印技术特点，选择建立
适合 3D 打印且一方面或多方面优于传
统制造方式生产的产品数模，通过 3D 打
印软件和设备进行生产。因此 3D 打印
技术人员需掌握 3D 打印技术原理、技术
特点、建模软件、打印前处理软件、打印
材料及打印设备的使用。

生物医药类项目
助力产业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
尤其是张江地区，
已成为国内生物
医药领域中研发机构最集中、创新实力
最强的基地之一，大量药企及数万专业
人才聚集在此。加快高素质、高技能生
物医药产业人才的培养，促进企业重视
员工的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也是产业
发展的必然需求。
生物医药类的竞赛项目包括“化学
合成实验操作”项目、
“生物医药实验操
作”项目、
“药物制剂”项目以及“药物分
析”项目。
这些比赛项目按照生物医药研发企
业对实验操作岗位的要求，通过理论考
核、实验报告撰写、材料准备、实验操作、
数据记录、实验结果、实验结束后的实验
器材整理全流程的操作，对从业人员进
行全面考核。比如“药物制剂”项目，将
会考核参赛者操作颗粒配药、制粒、压片
熟练操作及故障排除等技能。

浦东消防 119 宣传月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敏）昨天，以“防范火
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 2019 年浦
东新区“119”消防宣传月启动。启动仪式
现场还有灭火演练、逃生体验，以及消防器
材、家庭防火装置、智慧消防等展示，吸引
市民驻足体验、咨询。
今年浦东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个
性化宣传活动。11 月初，消防救援支队联
合度假区管委会，以线上互动答题、意向登
记的方式，抽选 50 个家庭代表，参观川展消
防中队营区并进入迪士尼乐园开展消防定
向越野、消防花车巡游等体验活动。
消防救援支队还将联合哔哩哔哩网站

北蔡镇缤纷社区建设迎来收获季

网红打卡地亮相居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李继成

秋高气爽，东起西中路、西至沪南路的
高青路两旁开始披上了粉黛色。这是北蔡
镇缤纷社区建设中实施的一系列空间品质
提升工程，迎来了色彩斑斓的收获季节，这
里成了居民家门口的网红打卡地。
高青路美丽街区项目聚焦居民日常需
求，结合鹏海片区 15 分钟服务圈体育设施
配套内容，融合绿化区域公共空间，改造小
型绿地，增设健身步道、休闲座椅等设施，
不仅提升了景观，更成为周边居民的健身
休憩空间。
北蔡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
完成了 6 个空间品质提升项目。在这些项

聚焦工人队伍建设的痛点推出系列改革举措

浦东各职能部门为产业工人发展送
“福袋”
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产业工人是当
仁不让的中坚力量。浦东新区就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推进情况进行了阶段性总结，
针对调研发现的影响产业工人队伍发展
的瓶颈问题，各职能部门群策群力，各尽
所长，为产业工人发展铺平了道路。
今年 9 月，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通
过《关于围绕“四高”战略及更高质量发展
大局推进新时期浦东新区产业工人队伍

浦东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进行时

建设改革行动方案（2019-2021）》，并成立
浦东新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领
导小组，统筹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各项工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工会
推动、各方参与、组织有序、推进有力的良
好工作氛围和格局。
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中的几大痛
点，浦东新区相关部门目前已推出一系列
改革举措，促进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
提升。
当下产业工人，社会认可度不高的
现象，阻碍了不少年轻人从事相关产业
的意愿。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将党员发
展计划重点面向产业工人群体、生产经
营一线工人倾斜。据统计，2019 年，浦东
新区党员发展总计划数为 2060 名，其中
332 名为一线工人，达到指导性计划总数
的 16.2%。浦东新区计划明年进一步在
发展党员计划结构中增加产业工人的比

例，重点从生产经营一线和青年职工中
培养和发展党员。此外，按照“哪里有群
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
就有党组织”的原则，浦东还将结合职工
版家门口服务体系，融入党建元素，强化
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新兴产业领域党
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
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不仅表
现在政治地位上，还表现在对他们权益
保障的关注上。康桥工业区总工会通过
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使原来由企业
单方面决定的涉及产业工人薪酬福利等
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转变为集体协商，
保障了产业工人收入的稳步增长。自贸
区保税区总工会则从完善劳动关系四方
联动工作机制入手，培训了企业劳动关
系协调员 172 名，开通总工会微信公众号
的“我要维权”功能，无条件为产业工人
提供法律咨询援助和劳动纠纷调解，做

开展探秘打卡活动，哔哩哔哩网站通过短
视频等形式，介绍消防知识、消防装备，并
通过社会媒体进行传播。
浦东消防救援支队还将开放 25 个消防
中队、6 个消防体育馆。浦东新区消防体验
馆微信预约平台已经正式上线运营。市民
可通过关注“浦东 119”微信公众号，在公众
号页面“消防资讯→预约参观”界面上预约
参观。
浦东消防救援支队下属 9 个消防大队
将联合各街镇、
行业部门，
结合辖区特点，
分
成 9 个分会场，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开展形
式多样的
“119”
消防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

到应援尽援。
扩大对产业工人各类公共服务的
有效供给，是此次改革的重点任务。上
阶段，浦东新区建交委重点在张江科学
城、金桥开发区、陆家嘴园区、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外高桥 保税区、世贸园
区等增设了公交线路，结合地铁站点对
现有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和优化，满足搭
乘需求 。 同时 ，为满足 个性化需求 ，浦
东 新 区 在 陆 家 嘴 园 区 新 增 2 条“ 互 联
网+公交”定制线路；在世博园区新辟中
海运集团定制班线；书院镇和万祥镇分
别开通了“书院至六院定班车”
“ 万祥至
六院定班车”。
满足产业工人住房需求，浦东新区给
予重点产业人才相关配套政策。比如重
点企业可最多自主推荐 20 名紧缺急需的
产业人才享受连续 3 年每月 1000 元的租
房补贴；针对经过相关部门认定的重点企

目实施中，施工方注重将镇域范围内街区
道路、公共空间、绿化系统与居民的生活方
式、日常需求紧密结合，力求使道路环境更
加整洁，空间视觉更加靓丽，配套设施更加
齐备，
促进北蔡镇整体环境品质的提升。
莲溪路新建成的口袋公园健身步道工
程项目，所处位置原先是一条非规划河道，
每到雨季便出现污臭，周边的居民苦不堪
言。为此，北蔡镇通过多次实地调研、结合
设计方案问需于民。改造工程在规划慢行
健身步道的同时，配置了多种具有季节特
色的植物景观，包括以秋季为景的银杏树，
以及多种特色花草。眼下，这个口袋小花
园内粉黛乱子草、狼尾草到了最佳观赏时
期，
也让该公共空间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业，在公租房申请材料方面给予一定照
顾，未办理居住证的人员，经过所在单位
同意，可以先申请后补办，申请人员应在
一年内补交居住证材料等，第一时间解决
新进员工的住房问题。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更要注重
发展后劲和储备力量，浦东新区教育系统
将此作为立足点，形成了政、校、企、行、研
多方合作的格局。通过专业布局调整，形
成了重点专业对接服务浦东新区产业布
局的局面；通过集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例如，浦东新区
教育局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共同推动了
临港科技学校成为临港集团的职工培训
基地，与外高桥集团、海事大学合作成立
海大职校改革发展委员会，共同服务自贸
区建设等。
据统计，目前浦东新区有国际商务、
现代物流等 9 个市级开放实训中心,面向
中小学生开放。另外，浦东新区还建立了
物流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等 4 个专业的
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站，目前已有 500 余
名学生通过培训，并有 90%学生获得高级
职业资格证书。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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