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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惠来县隆江镇西塘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治永：

不辞辛劳 换来“村光无限”
小暑过后，蓝天下的西塘村分外美丽。 村道、水池边近年

来新植的紫荆花迎风开得鲜艳， 党建广场后的公共绿地愈发
翠绿———这里原本的荒地杂草被清理后， 春天时村民

自发种上的花生、大豆、红薯已有收成，自带“村光
无限”滤镜。

对来自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80后”驻村干部、自2016年5月起担

任揭阳市惠来县隆江镇西塘村第
一书记的张治永来说， 西塘
村是他第二个家。 见证这
个粤东小村迎来“春
暖花开， 灿烂绽
放”， 就是
他 最 大
心愿。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实习生 付迎红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报
道：7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简称全国
技能大赛）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广州召开。 组委会主任、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马兴瑞，组
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汤涛， 广东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林克庆，广州市人民
政府市长温国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举办全国技能大
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我国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举
办好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实现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将为技能
人才成长提供更大平台，进一步
弘扬工匠精神，推动全社会蓬勃
开展技能运动、全面提高劳动者

素质。
会议强调， 要通过举办第一

届全国技能大赛，发挥引领示范
作用，进一步推动技能人才事业
发展。 在大赛组织筹办、竞赛活
动具体实施工作中， 注重质量、
力求实效。 要围绕技能谋篇布
局， 密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创新办赛形式，体现技能赛
事特点和新意。 要公平公正开展
竞赛活动， 加强竞赛监督指导，
厉行勤俭节约， 强化廉洁自律。
要广泛宣传动员，激励更多的青
年立志技能成才、 投身技能报
国， 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

会议要求， 要加强组织领
导，明确职责分工，坚持上下联
动，密切协作。 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制定工作预案，细化应对
措施，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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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7 月 16 日，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玉妹率调研
组赴珠海市斗门区调研。李玉妹
到斗门区井岸镇、斗门科创中心
调研了解基层建设和“一河两岸
四组团”规划建设情况，赴区人
大机关调研区人大工作情况，专
题听取斗门区委、区政府关于斗
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汇报和
有关意见建议。

李玉妹对斗门区近年来发展
的新变化新气象予以充分肯定。
她指出， 斗门区委区政府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思想
大解放、 作风大转变、 效率大提
升”推动工作落实，在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构建互

联互通交通体系、 建设滨水宜居
生态新城、基层政权建设、加强社
会治理等方面都取得可喜成效。

李玉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加强基
层建设， 以持续巩固基层政权
建设的扎实成效，为深化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组
织保障。 要进一步加强县镇人
大规范化建设，切实发挥基层
人大职能作用，全力助推区镇
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
务。 要深化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创建，加快建设珠江西岸智能
制造示范区 、滨江田园生态新
城和粤港澳休闲旅游目的地 ，
进一步推进斗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侯梦菲 任宣）

近期 ，广东技能界可谓是重
磅消息连连 。先是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向全国技能人才发出
“英雄帖 ”： 经国务院 批 准 ，从
2020 年起 ， 我国每两年将举办
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
大赛 ；并宣布 ，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落户广东 。 紧接着 ，在 7 月 15
日即 “世界青年技能日 ” 当天 ，
广东省首届职业技能大赛拉开
帷幕 ；大赛同时作为全国首届职
业技能大赛的广东省选拔赛 。

全国首届职业技能大赛何以
落户广东？ 广东在技能人才培养
方面有何过人之处？ 在一组数据
中可以找到答案：目前，广东省已
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技工教育体
系，全省有 156 所技工院校，其中
技师学院 37 所 ， 在校生 55.8 万
人，约占全国的 1/6；技能人才总
量达 1249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401 万人，均居全国第一。

“全国技工教育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 ，我国基建实力越来
越强 ， 除了国家政策方面的重
视 ，技能人才储备更是实现各项
突破的源泉所在。

我们将时间倒回到 2019年。
去年是广东技工教育发展极不寻
常的一年。 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
赛（以下简称“世赛”）这个职业技
能竞技最高舞台上，广东选手拿下
8 金 3 银 1 铜和 8 个优胜奖，帮助
中国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

世界赛场上的争金夺银 ，是
广东省制造业和技能人才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 。 近年来 ，广东全
面实施“广东技工 ”工程 ，使之与
广东制造共同成长 ，为推动技能
人才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针 、
开拓了新航向。

随着工程不断推进，“广东技
工”工程犹如一架马车，拉起了广
东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技能
人才队伍， 拉起了广东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生动局面， 更拉动广东
向着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

目前 ，广东已形成了以技师
学院为龙头 、高级技校和普通技
校为基础 、 公办与民办互补 、学
制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现代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创造了技工
教育“广东模式 ”，被人社部誉为
“全国技工教育的一面旗帜”。

省赛、国赛、世赛无缝衔接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工匠崭露
头角，广东掀起了一股“技能热”。

如何将世赛成果转换成发展
动能？如何进一步打造高质量技能
大军？“广东技工”工程和广东省首
届职业技能大赛给出了答案：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

借鉴世赛办赛理念和办赛
模式 ，广东引进世赛技术标准和
竞赛规则 ，在竞赛项目 、评价标
准等各个环节与世赛对标 ，高标
准锤炼“广东技工”。

与此同时 ，广东不断完善校
企双制办学 ， 加强校企深度合
作 ，大力培育 “创新能手 ” “世赛
标兵 ” “粤菜名厨 ” 和 “家政好
手 ”； 加快推进技工院校战略性
布局调整 ，加快推动技师学院纳
入高等职业教育 ；实施 “百千万 ”
名师领航计划 ，加快打造一流师
资 ； 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新模式 ，
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随着广东省首届职业技能
大赛的举办 ，广东打通了技能人
才走向全国 、 迈向世界的道路 。
省赛、国赛 、世赛的无缝衔接 ，让
技能成才成为时代新风尚。

语言不通，不代表民情不通

西塘村位于粤东古邑惠来县
隆江镇东北部， 是革命老区村，共
有318户2680人。 在扶贫工作队驻
村帮扶前，该村年集体经济收入不
到2万元，没有特色种植产业，村居
环境脏乱差，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张治永犹记得，初到西塘时，映
入眼帘的是贫困落后的乡村面貌，
是杂草丛生的乡间小道， 是43户贫
困户渴求改变的目光。那一刻，从小
在河南农村长大的张治永告诉自
己，这是他的第二个家，无论多难，
一定要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陌生的环境，语言的不通，给
不会潮汕话、 说话还带着河南口
音的张治永的工作开展带来不少
困难。“多跑腿，多动嘴”成为他的
座右铭。

四年多里， 这个身高一米八
的河南大汉靠着韧性， 逐一拜访
了西塘村的老党员、两委干部、乡
贤、普通农户、作坊主、贫困户，走
遍了村子的每个角落， 把村情民
意摸清吃透。

他还充分发挥所在单位广东
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农业产
业投资和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资
源优势， 邀请规划设计领域专家
对西塘村新农村建设进行整体规
划， 因地制宜探索可落地实施的
文旅项目， 短期先开展村容村貌
改造、提升人居环境，中长期着力

实现乡村振兴。
如今，村里无论是放学回家的

小孩还是去集市赶集的老人，张治
永都能叫得出名字、说得出家里情
况。 村民们也从“村里来了一个陌
生人”， 到用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
邀请“张书记”来家里喝茶。

党建引领，筑牢战斗力基石

夏日夜晚， 西塘村党建文化
广场渐渐热闹起来， 吃过晚饭的
村民纷纷来这里健身漫步、 跳广
场舞、打乒乓球、打篮球……

这个党建文化广场建设面积
约 15000平方米 ， 投资 200多万
元，配套建有村公共服务中心、党
建文化宣传栏、风景池护栏、人行
步道、健身器材、篮球场等。

“这里以前是个池塘，旁边是
村临时垃圾堆放点和荒地， 居民
没有文化活动场地， 村里也没有
公共服务中心。 ”西塘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蔡荣泉说。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 张治永
始终坚信， 唯有把扶贫开发与基
层党建紧密结合， 才能抓好脱贫
攻坚。 为此，在推进村基础设施建
设过程中， 他带领驻村扶贫工作
队，带头清理“垃圾山”；着力完善
党员活动室建设、 农村党员远程
教育系统建设、 村文化广播站建
设等。 西塘村党支部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村务和党
务公开等制度， 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主题党日”活动。 党内组织生
活的规范， 进一步筑牢脱贫攻坚
战斗力基石。

同时， 针对西塘村加工业发
达、 村民基本无种植和养殖项目
的实际情况， 张治永筹集资金35
万元，和西塘村“两委”共同发起
设立“西塘村勤劳致富奖励基
金”，通过激励手段充分调动贫困
户积极性， 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
双手脱贫致富奔小康。

艰难抉择，千里回村战疫

2020年已过去半年多。 近半
年前的一幕幕场景， 还在张治永
脑海里回放着： 一端是在河南老
家， 他含泪送别胃癌晚期去世的
母亲；一端是在粤东小村，寒夜月
光下，他驱车1600多公里，带着怀
孕的妻子和儿子，赶回了“第二个
家”，冲到战疫一线。

如 今 ，
想起母亲 ，张

治永仍忍不住泪
水。
去年中秋节，张

母被确诊胃癌晚期。由于长
期在粤工作， 加上驻村扶贫，

张治永一直没时间好好陪陪操
劳了一辈子的母亲。 2020年春节，
他回到河南老家， 照顾病痛中的
母亲，也算是做最后的道别。

然而，疫情突如其来，张治永
深深牵挂着千里之外的西塘村。

母亲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冬
天。 2月5日，在办理完母亲后事的
当天，张治永就驱车赶回西塘村。

“刚刚办理完母亲的后事，按
当地风俗， 第二天应该去外婆家
‘谢孝’、到母亲坟头‘圆坟’，但来
不及做这些了……心里有点难
受，不想了，也不多说了，那一头
的西塘村此刻更需要我。 ”张治永
把他的抉择心路记在了日记里。

从疫情防控期间至今， 村民们
看到的始终是一个热情、贴心、健谈
的“张书记”。张治永鲜少对人提及他
承受的亲人逝去之痛。 他说：“我来
自河南的农村，家人们能理解我；西
塘村是我的第二个家，更需要我。 ”

政见羊晚

全国首届职业技能大赛
何以落户广东？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羊城晚报讯 近日，省委常
委会暨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
组（指挥部 ）召开会议，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听取我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
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持续抓紧抓实抓细
常态化疫情防控。 一要毫不松
懈抓好重点环节防控工作，持
续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粤返粤

人员的排查筛查和健康管理，
进一步加强食品全链条安全监
管，加强销售、物流、交通、餐
饮、住宿等领域从业人员健康
监测和管理，发挥好医疗机构
哨点作用，切实阻断病毒传播
渠道。 二要筑牢外防输入严密
防线，不断巩固完善闭环管理

机制，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偷渡
犯罪活动，坚决防止境外疫情
输入。 三要因应形势变化精准
推进粤港澳联防联控，切实按
照中央要求在严密做好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推动
人员和经贸正常往来，维护好
三地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发展

需要。 四要周密做好平安中考
及暑期防控安排。 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总结运用抓平安高考
的好经验好做法，确保中考平
平安安、顺顺当当 ，同时指导
学校、家长共同做好暑期疫情
防控，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我
防护。 （徐林 岳宗）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毫不松懈抓紧抓实抓细
常态化疫情防控

李希主持会议

16 日， 广州市举行第 157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
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粤菜师傅”“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三大工程羊城行动推进情况及特色亮
点。 据了解，截至 7 月 15 日，全市餐饮行业复工率
95%，复苏率 84%，在一线城市中排第一。 上半
年，广州市资助技能提升培训 7943 人次，发放补
贴资金超 1278 万元。 此外，今年广州将发放 2 万
张家政“安心服务证”。

羊城晚报讯 16 日， 由省科
技厅主办的“攻坚克难·全面胜
利”2020 年农村科技特派员“暑
期大下乡”活动启动会在华南农
业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是在习近
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
行 20 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下，
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和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次
具体行动。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东农
村科技特派员对接全省 2277 条
省定贫困村、3 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全覆盖的工作已全面完成。

2018 年以来， 广东共组织 4 批
次省级农村科技特派员重点派
驻任务， 先后发动省内 77 家单
位，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 878 个
团队， 近 2106 人次进行选派对
接， 安排农村科技特派员项目
906 个。 经过多年的工作推进，
广东农村科技特派员深入农村
基层、农业一线，围绕当地产业
和科技需求开展服务和创业，有
力推动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
应用，为农业产业兴旺、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
重要贡献。

（陈亮 陈芃辰）

脱贫攻坚路党徽闪耀

李玉妹赴珠海市斗门区调研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

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广东农村科技特派员“暑期大下乡”

广州： 三大工程羊城行动
加快推进，遍地开花结果

驻 村 第 一 书
记张治永（中）

全国首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

“食在广州”是一张亮丽
的城市名片。 2018年以来，
广州大力开展“粤菜师傅”工
程， 在打造岭南文化品牌的
同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 2019年， 广州住宿餐饮
业营业额达1524.97亿元，增
长9.8%，人均消费额居全国
城市第一位。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副局长何士林介绍,�
目前，“粤菜师傅” 工程羊城
行动技能培训初具规模。 在
13所市属职业、 技工院校开
设粤菜烹饪专业， 在16家培
训机构开办粤菜烹饪工种，
分批建成 6个省级 、12个市
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和2
个国家级、6个省级、13个市
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

面对突发疫情对餐饮企
业的冲击和对餐饮从业人员
的影响， 广州提出11条暖企
惠民举措， 为餐饮企业减免
社会保险费约5亿元，为餐饮

企业担保贷款344万元。各项
扶持补贴政策帮助餐饮企业
尽快走出了疫情阴霾。截至7
月15日， 全市餐饮行业复工
率95%，复苏率84%，在一线
城市中排第一。

另外，在就业方面，设立
“粤菜师傅”岗位信息发布专
窗， 在人社网办系统公共招
聘栏目举办“粤菜师傅”专场
网络招聘会，共32家餐饮、酒
店企业参会，提供814个相关
岗位。

接下来， 广州将如何推
进“粤菜师傅”工程？ 据广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旅行社与
旅游饭店管理处处长张颖介
绍，下一步将以打造“百厨百
店”特色产品作为推动“粤菜
师傅”工程重点工作，打造乡
村美食 +精品民宿综合业
态。至今年年底，“百厨百店”
培养项目计划完成100名乡
村粤菜名厨、100家乡村粤菜
名店的培养工作。

粤菜师傅 打造“百厨百店”特色产品

在广州，“南粤家政”工程也得
到长足发展。 何士林介绍，广州已
挂牌运营首批“羊城家政”基层服
务站，初步建立具有广州特色的家
政技能评价标准体系并发放了首
批家政“安心服务证”。 目前，广州
正大力推进“羊城家政”基层服务
站建设，为市民群众打造15分钟优
质家政服务圈。

此外，今年以来，广州已为22
个家政企业举行专项网络招聘活
动，提供约2400个就业岗位。 广州
累计向家政企业发放社保补贴、岗
位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等补贴共
计2735.61万元。

广州市商务局特种商业处处
长李国文介绍了家政“安心服务
证”项目推进情况：今年起，广州将

连续三年开展家政“安心服务证”
项目， 发放8万张家政“安心服务
证”，其中2020年发放2万张。

“南粤家政”工程还将推进哪
些工作？广州市妇女联合会妇女儿
童社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嘉庆表示，
到今年年底，广州将完成20万名家
政从业人员诚信登记，其中，2万人
持“安心服务证”上岗。

南粤家政 今年发2 万张“安心服务证”

“广东技工”工程羊城行动拉
动了高技能人才大军队伍建设，并
为推动“广东技工”与现代产业协
同发展提供支持。

何士林表示，截至今年上半年，
广州市技能人才总量达269万人，占
从业人员30.5%，其中，高技能人才
84.1万人，占技能人才31.2%，积极
建设大湾区人力资源强市。

在完善技能人才的政策体系
方面， 广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
高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引进制度。 具
有高级以上职业资格并符合相关
条件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以申请
将户籍迁入本市，或按规定申领人
才绿卡和享受积分入户政策。 同
时，广州尝试粤港澳大湾区职业资
格互认，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技能

人才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并在
南沙区引入国际和港澳职业资格培
养评价体系。 截至2019年底，已有
266名学员同时取得国际、 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

在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方
面，上半年，广州市资助技能提升
培训 7943人次 ， 发放补贴资金
1278.355万元。

广东技工 尝试大湾区职业资格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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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去年 5 月 ，广东粤菜学
院第三期 “粤菜师傅 ”培训新
疆喀什师资专班在穗开班

宋金峪 摄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制
冷与空调专业学生参加培训

周聪 摄

去年 ， “南粤家政 ”羊
城行动启动仪式现场的家
政服务展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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