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 顶 山 市 财 政 局

文件

平人社办 E2019)16号

关于转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

徒制实施办法 (试行 )>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根据 《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和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人社

部发 E2018〕 66号 )文件精神,按照省厅工作安排,现将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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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全

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办法 (试行 )>的 通知》 (豫人社办

〔2019)17号 )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我市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平顶山 障局

2019ˉ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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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呵南省廴力资源和社会探障厅

曹可 南 省 财 酸 丁
文侉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 《河南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实施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各有

关单位 :

为贯彻落买党的十九大精神 ,加 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根据 《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i ll和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 全面推 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 足:0 it`社 部

发 ∶2018|oo号 丿有关精神 .省 人̀方 资源和社会保 障 亍、省财

政于结合二作买际寺刂夏了 《河百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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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试 行 )》 q现 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河 南 障厅

(此 件主动公开 )

(联 系单位 :职 业能力建设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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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 快建设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根据 《河南省职业培训条例》和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

(人 社部发 E2018〕 66号 )有关精神 .结 含我省实际,制 定本实

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按照政府引导、企业

为主、院校参与的原则 ,在 企业 (含 拥有技能人才的其他用人单

位.下 同)全面推行 以
“
招工即招生、入企即人校、企校双师联

合培养
”

为主要内容 的创新培养企业青年技能人才的制度。

第三条  目标任务。自2019年 起到 2020年 底,努 力形成政

府激励推动、企业加大投人、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劳动者踊跃参

加的职业技能培训新格局.全省年培训企业新型学徒 (以 下简称

··
学徒

”)2万 人、以上 c 自 2021年 起.继 续加 大工作力度,全 省

平培训学徒 3丁 j`∶)上 ,

第四条  =云 、省属企业行其 i之 大△型空业手型学促副培讠ll

烹灭li上 空所在地管辖币、省亘管县 (币 )负 责.享 受当地政策 ;

!\f鼓 仝业等三学走专i培 △l票 贝刂上士f三 地县 r币 、区
′)负 责 =各

一 0 ^



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主动对接属地各类企业.建 立与相关

企业的联系制度.做好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调研企业需求基础

上结合当地产业布局 ,制 定年度实施计划.对 学徒培训实施 目录

清单管理.制 定企业目录、培训机构 目录,及 时向社会公开并实

行动态调整。

第二章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主要内容

第六条 培养对象与目标。学徒培养对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技 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人员,以 及应用新技术、

新设备、新工艺的从业人员。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 自主确定培养

对象。学徒培养 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

主,培养期限中级工通常为 1年 .高 级工通常为 2年 ,特 殊情况

可延长到 3年 。

第七条 培养模式。采取
“
企校双制、工学一体

”
的培养模

式,即 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

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 (以 下 简称
··
培训机构

”)采取 企校 双师带

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在企业主要通过企业导

师带徒方式。在培训机构主要采取三学一体化教学培训方式。积

极应用
“
三联网一”

、职业培讠jⅢ已等培Jli模 式。

第八条 后养 两答。主要 包后亏业和识、操 作技能、安全主

=规 范和职业景养 .特 弓ll是 二三精沪盯培育。 }\企 业为主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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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培养任务.由 企业与培训机构分另|!承 担。学徒培训期满 ,可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结业 (毕 业)考 核.合格者取得相应职业资

格证书 (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

书、毕业证书,下 同 )。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自主对学徒进行

技能评价。

第九条 大中型企业可与培训机构合作独立举办培训班 ;有

招工和培训需求的小微企业可由所在地县 (市 、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牵头组织多家小微企业联合与培训机构合作开班 .同

时具备 以下基本条件 :

(一 )大 中型企 业独立办班 :重 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按规

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 育经费;建立较冗善的企业职工培训制度和

技能人才激励机制 :

(二 )小微企业联合办班:有 招工培训需求的小微企业信用

状况 良好 ,培训职业 (工 种)符 合当地产业发展需求。

第十条 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

(一 )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 (企 业培训 中心除外 ).取 得开展

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所需的办学许可或培训资质 ;

(二 )具各培训相 立职业 (二 种)所 必需的培训场 昕、教学

设施设备和师资力量 :

(三 )培 J|I衷 业 (三 种`工 有招立的培训技术标准衔教学计

rr)培十I祆 肯 管理司更健 全.育之葵(后 1丿ll V象 提 供必要 :t



后续服务 ;

(五 )承诺元违法违纪行为和未了结的法律、经济纠纷。

第三章 培训实施

第十一条 培养主体职责。学徒培养的主要职牡 由所在企业

承担。企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培训 目标、培训 内容与

期限、质量考核标准等内容。企业委托培训机构承担学徒的部分

培训任务。应与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明 确培训 的方式、内

容、期限、费用、双方责任等具体内容 ,保证学徒在企业工作的

同时,能 够到培训机构参加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学习和

相关技能训练。培训机构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后,对 学徒进行非

全 日制学籍注册.加 强在校学习管理。

第十二条 培养计划确定。企业应结合生产实际和 岗位技能

要求,会 同培训机构制定学徒培养计划,内 容包括学徒培养方案

和评价方案。鼓励企业将新招录贫困家庭子女优先列入学徒培养

计划。培养计划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各案后实施。

第十三条 企校双师培养。企业应选拔优秀高技能
`才

担任

学徒的企业导师。企业导师要着重指导学徒进行 岗位技 能操作训

练 .帮 助学徒逐步掌握并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使之能

够达到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要求合具各从事相应技能岗位工作的

能六。后讠jil祆 均工专学徒安排具昼石工亏业女口讠只和操 作技能水工

的指导教 !|币
‘负责承担学徒∶t学 校教学任务.强 化理论 知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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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做好与企业实践技能的衔接。

第十四条 企业投 λ。建全企业对学徒培训的投 λ机制。学

徒在学习培训期间 ,企 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资·

且工资不得低于企 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按照与培训机构

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向 培训机构支付学徒培训费用,所 需资金

从企业职工教育经 费中列支。承担带徒任务的企业导师享受导师

带徒津贴.津 贴标 准由企业确定q津贴由企业承担。企业对学徒

开展在 岗培训 、业务研修等企业内部发生的费用,符 合有关政策

规定的,可 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第十五条 培训学制。学徒培养实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承

担学徒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 .要 结合企业生产和学徒工作生活实

际。采取弹性学制 ,实行学分制管理。鼓励和支持学徒利用业余

时间分阶段完成学业。

第十六条 考核评价。建立和完善适合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学徒培训期满,企业和培训机构

应按学徒培养计划对学徒进行考核评价 .并 出具评价结果。学徒

根据我省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有关规定和培养协议的约定,参加鉴

定考核并 合格的.可按规定取得相立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培训合

格证书实行之于证 书 .在 ··
河南省职业培训信 豪管理服务 系统

”

●
k一

刀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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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培训补贴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开展学徒

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 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

列支。补贴标准按照中级工每人每年 5000元 .高 级工每人每年

6000元 执行。企业新型学徒培训实际支出低于 5000元 的,据 实

申请补贴。

财政部 门按规 定 向列入学徒培训计划的企业预 支不超过

50%的 补贴资金,培训任务完成后企业申请其余补贴资金。对部

分未按照计划完成培训任务的不予补贴.并 收回预支的补贴资

金。

第十八条 列入学徒培训计划的企业开展培训前 申请培训补

贴应提交以下材料 :

(一 )申 请备案表 (含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计划 ):

(二 )企 业与学徒签订 的培养协议、与培训机构签订 的 合作

协议 :

(三 )学 徒居诺 、旁动 合同复印件 :

(四 )企 业在银行开立的基太帐 F信 忌 D

第十九条 后;|壬 手元关舌仝上 =请 乓宗 01E△ 全工提 交以

《材料 :

'一  上上干二字使于培讠|△ i Tf≡ 请 :

-1U-



(二 )职 业资格证书编号或复印件 ;

(三 )不 低于 10次 的培训视频资料 ;

(四 )培训机 构 出具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票据 (或 税务发票 9

等符合财务管理规 定的凭证。

第二十条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由企业提 出申请 ,企 业

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财 政部 门拨付资金并将拨付

情况抄送 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应按季度 申请拨付。对参加学徒培训的就业困难 人员和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政策。

第五章 管理 、服务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依托
“
河南省职业

培训信息管理服务系统
”

推行网上备案审核 ,实 施学徒培训实名

制信息管理。指导企业利用系统建立培训 台账 ,详 细记录参训人

员的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学历、培训职业 (二 种 )、 学校班

次、培训时间、考核成绩、技能等级和联系方式等c依托
“
河南就业

创业信息系统
”
实现补助资金申请拨付。

第二十二条 各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应加强企业新型学

徒培训过程管理。实行指纹或人脸识别考勤和视频系统监控 ,掌

握培训实施情况。监督指导尘上工格考核验收 c.

第二十三条 各地要做好学徒培训经费绿厚工乍·及时足额

拨付补贴资金,有 条件的地方可安排工作经费.对 学徒培训教材

-ll-



开发、师资建设、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平台开发等基础工作给予

支持。支持承担学徒培训任务工作 的培训机构提升培训基础能

力。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提供便捷高效的鉴定服务,相 关部门按

规定落实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二十四条 各地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强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健全资金管理制度 ,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确 保资金使用安全Q自 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检查。对弄虚作假、虚报 冒领等违法违纪行为,依 法追究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的相应责任 .涉嫌犯罪的9依 法移送司法机 关处

理。

第二十五条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广泛动 员企业、

培训机构和劳动者积极参与学徒培训。鼓励企业和培训机构积极

吸纳贫困人员参加新型学徒制培训。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 ·采

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大 力宣传典型经验和良好成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财政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实施细

则.每年年底前将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开展情况报送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亍 、省财政厅。

第二十七条 灰刀̀法 由省 人方资源社会绿障厅、省财政 丁负

责解释 .宣 印发之 三起施 f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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