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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

热点聚焦

打破企业内职工身份界限
的多重积极意义
《工人日报》报道，
鞍钢打破企业内职
工身份界限，工人可考专业技术职称，专
业技术人员可考技能职称。工程技术人
员考技能职称理论考试免试，
只考实际操
作，报什么考什么；工人考专业技术职称
则需要考试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截至
7 月末，
鞍钢报考专业技术职称的 1510 名
工人有 261 名考取了助理工程师和工程
师职称，报考技能职称的 93 名专业技术
人员有 75 名考取了高级工和技师职称。
这则新闻对于关注个人职业发展前景的
许多职工来说，
无疑是利好消息。
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内部干部（包括
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有严格的区分界
限，这种身份的差别决定着不同的薪酬、
待遇和福利，连退休年限都不一样。工
人若想“转干”，有一套繁杂的审批程序，
以致成功者当作一种“荣耀”。但是，这
样的体制却影响了许多人的才智发挥与
个人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按照市场经济
要求配置生产要素，干部与工人的身份
界限逐步打破，激发了许多职工的积极

性。但是，专业技术人员与一线生产工
人职称评定却依然各有序列，不能混淆
——工人只能按照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逐级晋升，工程技术
人员则按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系列评定，以致绝大多数职工身份基
本固化。
鞍钢的职称改革打破了这种固化，
势必产生多重积极影响。
对于生产工人而言，
通过考试
“变身”
技术人员，
不仅拓展了个人职业生涯的上
升通道，
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
到相关理论上去认识、
深化、
总结，
使自己
成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复合型人
才，实现个人素质的“飞跃”。至于薪酬、
待遇的提高，
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技术人员而言，通过考试获得
的不仅是技能职称，更是实际操作技术，
使自己的理论素养转化为实践能力，同
样是一次“飞跃”，同样是走复合型成才
之路。他们在意的不是薪酬、待遇，而是
个人素质和能力的拓展与提高，在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中有更大更多的建树。

对于企业而言，高素质职工队伍就
是企业竞争力。打通内部人才流动和上
升渠道，培养和储备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无疑有利于或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或
提高企业产品（服务）质量，或促进技术
升级换代，或稳定职工队伍……无论哪
一条获益，都是企业发展的保障。
对于国家而言，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是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战略，
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占比是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未来人力资源竞争和影响企业竞争
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
打通
企业内部人才流动和上升渠道，
提升更多
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是国家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鞍钢是国有大型企业，鞍钢生产工
人、技术人员职称“互通”改革有很强的
示范意义，不仅国企可以学习，非公企业
亦可借鉴；不仅企业可以自主操作，而且
政府应予必要的支持；以代表和维护职
工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也应该有所
作为。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新鲜经验。
（张刃）

职工有话

新型学徒制应成
“现代工匠”孵化器
近日，浙江省制订出台了《浙江省企
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实施方案》，鼓励企业
大规模开展技能人才培养，增强技能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方案将学徒
的对象从“新招用职工”扩大到“与企业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职
工”。方案明确，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还
可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
“新型学徒制”是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一种
重要形式。在国际社会，
“ 新型学徒制”
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
有效手段，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重
要趋势之一。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均广泛开展了“新型学徒制”，形
成了各自的经验和发展态势。可见，浙
江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既是同
国际职业教育趋势接轨的必然要求，也
是创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具体举措。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徒培训
一直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之
一。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引进了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开展了一些试
点工作，这便是“新型学徒制”的雏形。
早在 2014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
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并制订了
工作方案。同时，第一批参与试点的共
有 1180 多家单位，其中包括 20 个地级
市、26 个行业组织、55 家企业、510 所高
职院校和 572 所中职院校。

公务员年薪 18 万
“包括公积金”难平质疑
8 月 6 日，江苏省苏州市统计局一份函
件在社交平台流传，函件显示，2018 年苏州
机关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180227 元，折
合到每月为 1.5 万出头。苏州市统计局工作
人员告诉大白新闻，函件所示数据属实，但
公务员的工资已包含公积金。
年薪 18 万，即便包括住房公积金，放眼
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数据。这个
对比，首先来自于这份函件中横向对比。一
是国企为 87000 元，二是事业单位为 144500
元。同样属于体制内，机关单位为什么比事
业单位以及非私营企业高出那么多？第二
个对比维度，是苏州市 2018 年平均工资，该
数 据 为 每 月 7213 元 ，即 平 均 年 薪 为 86556
元。苏州市机关单位工资已经是社会平均
工资的 2 倍之多。
无视当地平均工资以及其他同类别单
位的工资水平，其实是一种“领导先走”的特
权思维。
“包括公积金”的解释显示不足以消
弭公众的疑虑。
（王传涛）

59 人上黑名单
违规主播就该
“凉凉”
8 月 6 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分会发布了《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
播黑名单（第三批）》，第三批违规主播共有
59 人，近日因“萝莉变大妈”事件走红的女主
播乔碧萝殿下和“直播砍手指”的嘻哈团体
“红花会”
成员贝贝均在列。
大部分主播都是靠优质作品内容和不
懈的坚持来收获网友的认同，可随着直播行
业竞争的日趋激烈，靠传播色情、暴力等低
俗内容、打规则擦边球等方式绞尽脑汁“搏
出位”的人越来越多。期待违规主播黑名单
制度这把利剑，能助力监管部门扫清该行业
发展中的种种乱象，让直播行业能在规范轨
道上行稳致远。
（夏熊飞）

该不该众筹
别总停留于个案争议

近几年来，各地区、各院校在试点过
程中取得了一定经验。比如，在教育部
通知下发之前，广东省中山市就已经制
订了相关的工作计划，在 7 所中职学校
和 2 所高职院校中开展“新型学徒制”试
点，并在部分学校及企业探索“英式新型
学徒制”教育模式。又如，在“新型学徒
制”基础上，安徽省滁州市探索“订单培
养”模式，由政府财政“买单”，所有中职
生免除学费；在教学的同时，让学生能在
企业进行实训，并根据企业的用工需求，
及时进行课程调整；待到毕业时，学生就
能直接进入企业工作，无就业之忧。特
别是，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园区企业-学院”合作办学理事会，共建“产、
学、研、培、创、赛”深度合作平台，
“新型

学徒制”在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的基础上，着力培养更多“现代工匠”。
换言之，要推进“新型学徒制”，使之
成为“现代工匠”孵化器。首先，发挥好
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各自优势，积极探
索实践“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
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
业“新型学徒制”。同时，紧紧围绕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这个核心，实现学校培养
与企业用人的有效衔接。特别是，鼓励
企业与参训职工协商一致，灵活调整工
作时间，保障职工参训期间应有的工资
福 利 待 遇 。 只 有 持 续 推 进“ 新 型 学 徒
制”，才能培养更多“现代工匠”，让“工匠
精神”薪火相传。
（张西流）

长沙“被捅戳臀部”事件受害人杨小姐
应该没有想到，网友对她的同情和讨伐，居
然是同时而来的。因被捅戳后盆腔被刺穿
伤及卵巢，8 月 3 日，杨小姐在网上发起筹
款，没想到网友的争议纷至沓来，当晚筹款
被冻结。有很多网友提出质疑，认为不要动
不动就找网友筹款，应该去找肇事者要求赔
偿，而且“家庭有能力的话应该自己解决”；
有网友指出，筹款资料里根本就没有费用证
明，甚至有人直指她涉嫌欺骗。
类似的争议时有发生，直指众筹的门槛
界线。但不能让众筹合理性总停留于个案
争议，众筹平台在拓展网络公益慈善渠道、
赋予公民求助便利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
推进规则共建，给众筹发起提出必要的要
求，或者说消除模糊地带，辟出合理的“安全
区”，引导众筹社会共识的形成，逐步从粗放
走向精细。同时也要坚守公益的基本价值
取向，主动去引导网络舆论，尊重与保障众
筹捐助者的权利，维护良好的网络公益生
态。
（木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