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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工工教教育育经经费费不不该该““雾雾里里看看花花””
未足额提取 未用于职工 缺有效监管

2014年，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 提出， 企业要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
训经费的责任， 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
育培训经费， 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 实训耗材多、 培训任务
重、 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 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
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

这是记者搜索到的国务院关于企业教育培训经费的
最新规定。

事实上， 自2002年国务院首次发文明确 “企业应按职工工
资总额的1.5%-2.5%提取教育培训经费” 以来， 该规定不断在
各部委大大小小的文件中出现。

可见， 职工教育经费是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用于职
工教育事业的一项费用。 单位职工不但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
利， 还有接受岗位培训、 后续教育的权利。 那么， 现实中这笔
钱到没到位， 怎么花的， 有没有花在职工身上？ 带着这些问
题， 记者连日来调查了部分企业、 职工及了解此事的工会工作
人员， 发现这笔本该用于职工的钱对许多职工来说却像一个
“美丽的传说”， 可望而不可及。 在一些企业， 这笔钱成了一笔
糊涂账， 谁来管， 怎么花， 职工表示 “看不懂”。

□《工人日报》 记者 陈晓燕 本报记者 郭强/文 于佳/图

相当部分企业未足
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 “不清
楚 。” “没听说过 。” “不太了
解。” ……

这是记者随机对十几名不同
企业的微信朋友调查时所收获的
大部分回复， 一名职工笑称 “听
说过 ， 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
调查中仅有的两名 “知情者 ”，
一位是人力资源部门人员， 一位
是财会人员 。 然而 ， 据他们介
绍， 企业虽然提取了教育培训经
费， 但每年用于职工身上的经费
仍比较少。

与记者的随机调查情况类
似， 相关调查显示， 相当部分的
企业存在未提取或未足额提取教
育培训经费的情况。

北京市总工会经济技术和劳
动保护部2016年随机对18家企业
的调查情况显示， 按规定提取职
工教育经费的企业仅为11家， 占
比61.1%， 其中按照1.5%额度提
取的有7家， 按照2.5%额度提取
的有4家。

调查还显示， 有的企业工资
总额已上涨过多， 基数已增大，
因此未按足额提取。 部分集团公
司的员工培训采用实报实销的方
式， 没有按照职工教育培训经费
支出列支。

记者了解到， 这样的情况在
全国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 山
东省国防机械电子工会在对装备
制造业一线职工技能素质状况进
行调研时发现， 被调查的50多家
企业中， 约一半企业未提取或未
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 有20多
家企业从2012年至2014年， 职工
教育经费总额逐年下降。

调查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
因有， 一是有些企业特别是新办
企 业 和 民 营 企 业 不 了 解 职 工
教 育 经费政策及提取使用的渠
道。 二是有些困难企业， 没有能
力提取职工教育经费。 三是随着
劳动力的市场化， 少数企业认为
需要的技术及人才可以直接到市
场上 “购买”， 而花钱培训职工
不划算。

从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中看

到，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未足额提
取凸显了企业培养人才主体责任
的缺失， 需要进一步强化。 正如
2016年教育部、 人社部、 工信部
发布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
南》 指出的， 当前， 企业在制造
业人才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尚未充
分发挥， 参与人才培养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不高， 职工培训缺少统
筹规划， 培训参与率有待进一步
提高。

本该花在职工身上
的钱“睡起了大觉”

“企业提取的教育培训经费
到底花在哪里了？” 让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许振超纳闷的是， 有
的企业账面上显示按比例提取了
教育培训经费， 但在与一线职工
交流时， 很多一线职工说不清楚
参加了什么培训， 有人质疑这笔
钱并没有花在职工身上。

为何一些职工对教育培训经
费的 “获得感” 偏低？ 可能由于
不少企业未将教育培训经费大头
用于一线职工。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60%以
上应用于企业一线职工的教育和
培训， 这是2006年， 财政部、 全
国总工会等部门共同制定的 《关
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
管理的意见》 规定的。 但相关调
查显示， 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很好
的落实。

山东省国防机械电子工会的
调研显示， 用于一线职工的培训
经 费 只 占 职 工 教 育 经 费 总 额
的 30%左右。 北京市总工会有关
部门调研显示， 有的企业以工作
任 务 紧 张 、 员 工 长 期 出 差 为
由 没 有保证一线职工教育培训
数额比例。

相关调研还显示， 一些企业
违规使用这项费用。 比如老的国
企过去有一些与教育相关的福利
性支出， 如职工子女学费、 老年
大学费用等， 还有组织部分职工
开展学历继续教育活动， 特别是
学费较高的MBA教育等 。 这些
本不该由教育培训经费埋单的费
用却屡屡出现在账目上。

有的企业疏于职工教育培
训，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后，今

年用不完明年接着用， 年年有结
余， 导致这笔钱常年在账目上睡
大觉。 此外， 还存在使用项目单
一、年底突击培训花钱等现象。

“一边是企业在教育培训经
费使用方面漫不经心缺乏规划，
一边却是广大职工对培训的渴
求。 ”许振超说，调研中基层员工
纷纷表达了渴望扩大知识面、增
强新本领、 掌握新技能的强烈愿
望。为此他呼吁，企业的职工教育
经费应足额提取用到职工身上。

谁来看好这笔钱？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存在诸多
问题， 谁来监管？

根据 《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
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 担

负监督企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
培训经费职责的有企业工会、 职
代会 、 企业审计 ， 各级劳动保
障、 审计部门等。

该《意见》还规定，企业应将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提取与使用
情况列为厂务公开的内容， 向职
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报告，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公开， 接受职工
代表的质询和全体职工的监督。

但现实中， 这一制度设计没
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北京市总工会有关部门调研
还显示， 工会对于职工教育经费
的使用缺乏话语权。 职工教育培
训费用有两个来源， 一方面是企
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提取的职工
教育经费， 另一方面是工会经费
中的职工业余教育费。 职工教育

经费由人力资源部或劳资部负
责， 其中绝大多数的企事业单位
是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 少数成
立了劳资部等部门专项负责这笔
费用。 职工业余教育费由工会负
责。 因此出现了职工教育培训费
用支出未统一规划管理使用的情
况。 工会在提升一线职工技能素
质中需要配套大量的教育培训经
费， 所需的费用仅依靠工会经费
中的职工业余教育费。

为此， 北京市总工会有关部
门建议， 建立职工教育经费管理
联席会机制， 人员包括人力资源
部门、 企业工会、 财务部门、 职
工代表。 整合职工教育经费与职
工业余教育费， 统一使用。 同时
建立专项资金定期汇报机制， 建
议在每年一次的职工代表大会
上， 将 “职工教育经费提取和使
用情况” 作为固定汇报项目， 公
开化、 透明化。 监管和审查不仅
针对财务上， 更要针对工作上，
使得一线职工能够获得更多教育
培训的机会。

许振超则建议， 以立法形式
确立企业培训的法定义务， 促使
其足额提取教育经费， 同时赋予
工会更多监督职权。

事实上， 政府也承担着监管
的职责。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提出， 对
不按规定提取和使用教育培训经
费并拒不改正的企业， 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收取企业应
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 统筹用
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

今年1月， 河南就 《河南省
职业培训条例》向社会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 企业应当按
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1.5%至
2.5%提取职工教育经费， 职工教
育经费的60%以上应当用于企业
一 线 职 工 的 教 育 培 训 。 同 时
规定， 企业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
用职工教育经费 ， 逾期不改正
的， 对企业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

“希望有关方面能真正重视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 督促
企业落实对职工教育培训的主体
责任， 保障职工继续受教育的权
利。” 采访中， 多位工会人士发
出这一呼吁。

企业安全急救知识培训。

项目部的职工为农民工进行培训。

企业培训新入职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