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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好好培培训训经经费费让让职职工工得得实实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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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不但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也有
接受岗位培训、 继续教育的权利。 我国对职
工培训经费的使用早已出台相关规定， 今年
初财政部又专门发出通知， 对企业职工教育
经费的扣除方式予以细化。 一些单位除了探
索规范利用职工教育经费的同时， 还有的企
业将工会经费的一部分用于职工培训， 提高
了职工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率， 让经费用在了
刀刃上， 职工得到了实惠。

专题

如何把培训经费花到位， 很
多京城的企业有了一套成熟经
验。

“截至目前， 我们的 《储备
计划》 已经办到第十期培训班，
累计培训职工293人。” 说起职工
教育经费， 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工会干部张文杰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自2014年底推出的 《在
职职工新技能储备计划》， 该计
划累计支出66.11万元工会经费
用于职工教育培训。

近年来， 随着京城机电控股
公司下属部分企业改革转型的发
展， 很多职工面临职业发展的新
选择，渴望扩展新技能、提升新能
力的越来越多。针对这一境况，京
城机电工会调研谋划， 结合系统
内的职业培训资源和职工的实际

需要，推出《在职职工新技能储备
计划》，通过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
院定制“智能楼宇管理师”、“消防
中控员” 等专业工种上岗资质培
训，助力职工提升新技能。

“我们的培训课程均委托北
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来承办， 无论
是课程安排， 还是师资力量， 都
达到了一个很成熟的地步。” 张
文杰介绍 。 拿 “智能楼宇管理
师” 培训班来说， 培训内容主要
为综合布线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
及消防联动系统、 通信网络与信
息网络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和安全防范系统等。 通过培训，
学员可以了解相关的基本原理，
掌握通用设备的安装和维护的基
本技能。 学员结业时需要参加统
一考试， 成绩合格者可获得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 除了正在进行的3期
培训班， 其他7期培训班的绝大
多数学员获取了相关职业资格
证， 有的职工实现成功转岗。

值得一提的是， 京城机电工
会为每名参加 “消防中控员” 取
证培训班的职工补助 2030元学
费， 为每名参加 “智能楼宇管理
师” 培训班的职工补助2300元学
费， 其余部分由派员单位承担，
这样职工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就可
以接受培训， 并有机会通过统考
获取相关职业资格证。

未来， 京城机电工会还将着
力于职工教育， 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职工培训课程， 为职
工成长成才增加强大助力。财政部、 全国总工会等11个

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企业职工
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
见》 明确规定， 加强职工教育培
训工作， 带动职工整体素质的提
高， 是企业的重要职责。 企业的
经营者应确保本企业职工教育经
费的提取与使用。 工会应当切实
维护职工的学习权利， 督促企业
履行对职工的培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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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向职
代会或职工大会报告， 定期或不
定期公开， 接受职工代表的质询
和全体职工的监督。

但在现实中， 一些单位对职
工培训的重要性依然不够重视，
还有部分单位虽有培训经费却不
知该如何规范使用， 或是让职工
自己寻找培训项目回来报销， 或
是随便找家资质不明的社会培训
机构充数， 还有的到了年底干脆
将未完全使用的经费挪作他用，
往往钱花出去了却难以达到培训
的目的。

对于自己的合法权利， 职工
们有的很清楚 ， 有的不掌握情
况 ， 还 有 的 颇 有 微 词 ， 私 下
抱 怨 单位从来没组织过正规培
训， 偶尔请个社会人士来讲课
就 算 完 成任务 ， 技能并没有真
正提升上去。

很多生产型企业都不愿意多
谈职工教育经费的话题。 “虽然
企业设置了专门的职工教育经
费， 但真正投入使用并达到理想
效果的并不多见。” 资深企业人
事主管丁先生告诉记者， 他所在
企业每年拥有数百万元职工教育
经费， 但真正花到正地的却少之
又少， 甚至出现 “有钱没空花”
的情况。

丁先生称 ， 在生产型企业
里， 绝大多数相对成熟的职工都

十分熟悉岗位要求， 流水线上的
常规工作也无需定期广泛提高职
工素质， 日常的业务沟通就满足
了职工简单技能升级或成长， 并
顺利适应生产需求， 专门的职工
教育或者培训显得有些 “多余”。
“所以 ， 很多忙于生产的企业 ，
会主动忽略职工教育问题。” 丁
先生说。

当然， 职工教育的范围是广
泛的， 既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教育
或文化教育，也包括技能培训、安
全 生 产 培 训 等 涉 及 业 务 范 畴
的内容。

记者了解到， 一般企业中常
见的职工教育内容集中在新入职
员工上。按照年度计划，每年的新
入职员工都会有相应的岗前培
训，包括公司管理制度、职工职业
技能和安全生产等内容。 但即便
是有计划， 它所支出的教育经费
占比经费总数也是微乎其微。

丁先生说： “事实上， 对于
职工教育经费的使用， 大多数都
是见仁见智的。” 他了解到， 有
企业利用教育经费开发适用于本
企业职工的 “掌上学习平台 ”，
借助手机软件， 让职工在业余时
间通过手机APP来阅读或学习 ，
然后通过学习积分换取业绩考核
上的优势。

他表示， 业务工作忙不是借
口， 对于职工教育问题， 有很多
方式方法可以破解 。 但重要的
是， 企业应该充分重视职工教育
问题， 才能让职工在教育经费投
入和使用上得到实惠。

记者了解到， 一些基层企业
用足用好职工教育经费， 更好地
发挥了教育经费的效用。 一些企
业工会也将部分工会经费， 投入
职工教育培训中， 也为企业如何
使用好职工教育经费提供了良好
的经验。

近日， 本市出台 《北京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 （2018—
2020年）》， 提出构建完善现代职
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每年将完成
职业技术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
上。 鼓励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联
合开发产业技术课程、 职业培训
包等优质教育资源， 培养高素质
技能人才。

国务院上月印发 《关于推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
指出以公共实训机构 、 职业院

校、 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企业为
主要载体， 提供全方位职业技能
培训服务。 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建
立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职工培训，
并积极面向中小企业和社会承担
培训任务， 降低企业兴办职业培
训机构成本， 提高企业积极性。
对企业新招用和转岗的技能岗位
人员， 通过校企合作方式， 进行
系统职业技能培训。 在购买服务
上由政府购买定点培训机构培训
成果的方式， 改革为政府补贴的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全部向具备资
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放。

人才是发展之本， 企业要想
常盛不衰， 就必须有一支结构合
理、 素质较高职工队伍。 若要把
培训经费落实到位， 业界呼吁企
业增强对职业培训的重视度， 认
真选择适当的培训机构和课程，
并通过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反映
出培训成果， 让职工真正学有所
得， 继而应用于工作实践， 最终
使企业受益。

【现状】

经费使用问题： 有的不会花， 有的没空花

【经验】

京城机电工会： 拿出经费委托职校培训职工

北辰集团高度重视人才发
展 ， 通 过 调 研 制 定 了 培 训 计
划 ， 分为北辰集团 、 下属的地
产集团和会展集团、 基层单位共
三 个 层 面 。 三 个 层 面 各 自 制
定 培 训计划 ， 各自承当相应的
培训经费。

例如， 北辰集团重视房地产
板块的发展 ， 2015年牵头举办
“领航计划” 培训班， 目的是培
养房地产复合型领军人才。 “聘
请了 ‘百锐学堂’ 培训机构的老
师， 共49人参加， 利用11个周末
22天完成了12个模块的培训 。”
北 辰 集 团 人 力 资 源 部 马 爽 介
绍 ， “培训效果显而易见 ， 学
员们在战略思维养成、 专业能力
提升、 工作方式创新等方面颇有
收获。 随着北辰地产的发展， 新
项目遍地开花， 参加过培训的很
多人脱颖而出， 成为新项目负责
人， 对推动北辰地产的发展非常

有意义。”
今年地产集团承办二期 “领

航计划”。 人力资源中心培训经
理王翀介绍， 为了做好人才梯队
建设 ， 今年还将开展 “远航计
划” 和 “启航计划”。 “远航计
划” 是对中层后备人员的培训，
“启航计划” 则是针对刚入职职
工进行的集中培训。

近年来， 集团针对高级财务
管理人员举办了 “优财计划” 培
训， 会展集团举办了专门培养会
展管理人才的 “飞鹰计划 ” 培
训。 培训形式多样， 既有集团内
部人员授课， 也外请培训机构的
老师， 还带着职工走出去， 进行
调研交流、 学习参观等。

每年， 集团和所属企业都有
各自的培训计划。 拿集团下属的
公设公司来说， 就外请北京电子
信息技师学院的老师举办了 “优
专培训”。 公设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王福顺介绍， 第一期对35名职
工进行了技术培训， 考核淘汰10
人 ， 又进行了第二期管理课培
训。 职工取得更高级别的技能证
书后， 公司会进行奖励。

经费怎么花在刀刃上？ 王翀
认为， 首先要以实际需要来设置
合理的课程； 另外要对参加培训
的人精挑细选， 不同梯队的人才
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

北辰集团在培训经费的使用
上给予大力支持， “各企业要围
绕经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 培训
经费的使用要向一线职工和高级
技术技能人才倾斜。” 马爽介绍，
“集团今后要逐步把培训和人才
培养结合起来， 与职工个人职业
发展相结合， 与职工的晋升通道
相结合。”

北辰集团今年新修订了培训
制度， 今后将逐步构建横向、 纵
向、 交叉全方位的培训体系。

北辰： 培训经费向一线职工和高级技能人才倾斜

【前景】

新政策扩大培训购买服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