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自治区重点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的通知》（宁财（绩）发〔2021〕116 号）要求，现

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公开。

一、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2019 年全区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筹集 7.8 亿元，统筹用

于 2019 年-2021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自治区和各市县（区）

均单独建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

用。其中自治区本级 3.8991 亿元，19 个市、县（区）3.9009 亿

元。面向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等法定劳动年龄

内有培训意愿和就业能力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政府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23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年培训7万人次以上，2020

年培训 9 万人次以上，2021 年培训 7 万人次以上。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19 年 7 月，自治区财政

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有关通知（宁财（社）发〔2019〕

503 号），要求各地按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筹集资金专门

用于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截至 2019 年 7 月底，专账资金 7.8 亿

元全部按期筹集到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主要对 2019 年 9 月-2020

年 12 月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进行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一是数量指标。开展各类政府补

贴培训 27.08 万人次，其中，企业职工培训 15.47 万人次（含以

工代训 10.65 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培训 0.38 万人次、农村转

移劳动者培训 4.70 万人次、应届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

（两后生）0.09 万人次、下岗失业人员 1.41 万人次、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者及贫困家庭子女培训 4.21 万人次、退役军人培训

0.16 万人次、残疾人培训 0.04 万人次、其他重点群体培训 0.62

万人次。二是质量指标。各类培训补贴是以培训后取得证书（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特种作业

证书、培训合格证书）为主要依据。2020 年除以工代训外各类

培训共计 13.76 万人次，取得证书 13.11 万人次，培训取证率为

95.28%。三是时效指标。专账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到位，到位

率 100%；专账资金支出 2.36 亿元，年度培训资金支付率不低于

95%。四是成本指标。实行统一与差异化相结合补贴标准，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的，初级工按 A、B、C 类，分别给予 1200 元、1100

元、1000 元培训补贴；中级工按 A、B、C 类分别给予 1700 元、

1500 元、1200 元培训补贴。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分别给予

3000 元、4000 元、5000 元培训补贴。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按照 B 类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即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分别给予 1100 元、1500 元、3000 元、4000 元、5000

元培训补贴。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和培训合格证书的，按照

800 元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照 550

元-1400 元给予培训补贴。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按照 400

元-1600 元给予培训补贴。“两后生”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

现代学徒制培训，按照每人 6000 元标准给予培训补贴。以工代

训按照每月 500 元标准给予补贴。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一是经济效益指标。各类培训针

对的是有培训意愿和就业创业能力的劳动者，培训后至少需取得

培训合格证书（不含以工代训），掌握一至二门就业技能，不仅

提升了劳动者技能素质，而且给其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的“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

以工代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对完善培训方式、降低企业培

训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仅以工代训专

账资金支出 1.21 亿元，支持企业 1271 个，实现了企业扩岗位、

扩就业，稳岗位、保生活目的，防止出现停工停产等困难；农村

劳动力参加部分职业（工种）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后，日工资增加了 100-200 元，既促进了高质量稳定就

业，增加了劳动者收入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二是社会效益指标。实施以工代训、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

能提升培训，可以吸纳更多劳动者到岗位进行实际操作，为企业



带来了规模效益；对劳动者增加了就业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掌

握相应岗位的专业技能，减少失业造成的生活困难，无疑可以起

到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据各级公共服务机构平时对企

业和劳动者就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和培训补贴经办服务满意

度调查统计，投诉接近于零，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和培训补贴经

办服务满意度均达到 95%以上。

三、存在问题原因及下步改进措施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是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

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级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区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2019 年至 2021

年，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三年计划开展培训 23 万人次，

力争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

但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0%以上的目标难以实

现。主要原因：一是规模以上企业偏少，高技能人才队伍储备不

足。一方面，受地域和经济发展条件限制，我区大中型企业不多，

高技能人才岗位更少。另一方面，我区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薄弱，

实训设施设备等落后，不能适应新技术、新工艺对高技能人才的

要求，造成高技能人才队伍储备不足。二是思想观念和重视程度

不够，技能人才短缺。长期以来，社会对人才的认识存在一定偏

差，重学历而轻技能，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不高，造



成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接受技

能培训和从事技工职业，导致技能人才短缺。三是普惠性低层次

职业技能培训多，高等级职业技能培训少。受群众文化程度、求

职意愿等影响，多年来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围绕能就近就业的小工

种、低层次初中级工培训，涉及高级工以上技能培训少至又少。

尽管我区加大了高技能人才培养补贴力度，对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补贴提高到 3000 元、4000 元、5000 元，但真正符合培训

高级工以上人群偏少。四是专账资金充足，支出比例相对低。2019

年全区筹集专账资金 7.8 亿元，但截至 2020 年底，实际使用专

账资金 2.36 亿元，除贫困劳动力培训从扶贫专账资金支出，不

从技能提升专账资金支出和 2019 年因政策出台相对晚，能从专

账资金支出的资金不足 1000 万元外，2020 年全区大规模实施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全年开展各类培训 24.4 万人次，专账资金支

出近 2.29 亿元，远未达到人社部年专账支出 2.7 亿元计划要求。

下一步，我们在持续加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同时，按照人社部、

财政部部署和要求，继续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努力做

到“应培尽培、愿培尽培、能培尽培”，持续实施以工代训，在

完善订单、定岗、定向和专项培训计划、直补个人培训基础上，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围绕自治

区九大重点产业，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进一步采取“直补企业”

“培训进村”“送技上门”“互联网+”和“因业施培、因人施

培、因需施培”“线上线下融合”等模式，充分发挥技能专账资



金效能，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用足用好政策，不断提高

培训质量和效果。

附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绩效目标表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 年 7 月 25 日



附件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绩效目标表

（2019 年-2020 年度）

专项名称 2019 年-2021 年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资金

自治区主管

部门

自治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专项实施期

2019 年

-2021 年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78000 万元

其中：自治区补助 38991 万元

市县补助 39009 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 1：资金按规定用于国家和自治区确定的各项培训项目支出。

目标 2：确保资金及时下达、到位。

目标 3：确保服务对象满意度，确保合规培训项目资金有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培训企业职工人数(人次） 8万人

培训就业重点群体人数（人次） 8万人

创业培训人数（人次） 3.5 万人

“两后生”职业技能培训人数（人） 0.185 万人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人数（人） 人

以工代训人数（人） 10 万人

质量指标
培训后取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特种作业证书、培训合格证书）
13.11 万个

时效指标
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 ≥95%

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 ≥95%

成本指标

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培训人均标准 1500 元/人

创业培训人均标准 1250 元/人

“两后生”培训人均标准 6000 元/人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人均标准 6000 元/人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培训后取证率 ≥95%

社会效益

指标
劳动者技能素质不断提高，掌握一门以上就业技能。 ≥9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 ≥95%

培训补贴经办服务满意度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