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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快修：空、微、

冰、热、洗、太阳能

13656134032

●红运来专一搬家
搬家、搬厂、钢琴、疏
通、空调移机、设备
起重、厢车长途、家

庭装修88833992

●喜临门专业搬家

搬家、搬厂、设备起

重 、厢 车 长 途

13003454608

●双缘婚介：成立21

周年，会员优，成功

高！88961655

● 佳 圆 婚 介

15862981566

● 幸 福 缘 婚 介

13951281595

● 知 音 婚 介

18051289770

●招租：现有厂区20
亩标厂房7000平米，
办公4000平米，适合
办公、仓储、机械制

造 等 。 房 租 面 议 。
地址：镇江丹徒高新
园区，联系人：文先
生15189123122

为更好的为您服务

分类块状信息分类块状信息
（（小投入大回报小投入大回报））
电话：0511-85010256

出租信息出租信息婚姻中介婚姻中介
家政服务家政服务家电维修家电维修

京江晚报讯 为全面提高
城乡劳动者素质，加快建设一
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我市近日出台《关于推
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实
施意见》，将建立并推行覆盖城
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学
习工作终身、适应就业创业和
人才成长需要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

《实施意见》明确，我市加
快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体系。完善城乡一体的就业技
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创
业创新培训补贴政策，将获取
职业技能等级、专项职业能力、
培训合格等证书作为申领职业
培训补贴的依据之一。对参加
职业培训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初级
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按规定给予技术技能提
升补贴或高技能人才培训获证

补贴。对企业新型学徒制培
训、现代学徒制培训、技师高级
技师项目制培训按规定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组
织实施体系。据了解，我市将
以政府补贴培训、企业自主培
训、市场化培训为主要供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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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大
力组织实施就业技能培训、岗
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创新培
训，构建资源充足、布局合理、
结构优化、载体多元、方式科学
的培训组织实施体系。建立劳
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积
累和转换制度，推行终身学习

“学分银行”，促进学历与非学
历教育衔接互通。

实施职业技能分类培训行
动。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及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

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确保有就
业愿望的劳动者至少掌握一项
技能。面向广大企业职工，大
力开展岗前培训、学徒培训、在
岗培训、脱产培训、业务研修等
技能提升培训和岗位练兵、技
术比武、技能竞赛等活动，全面
提升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水平。
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
城乡劳动者，开展创业意识教
育、创业项目指导等创业创新
培训。并推进高技能人才振兴
计划，重点加强紧缺型高技能
人才获证培训、技师高级技师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实施意见》提出，深化职
业技能培训体制机制改革，完
善技能人才多元化评价机制。
健全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
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工匠精神
培育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
才评价体系。扩大企业、行业
组织和社会组织对从业人员技

能评价的自主权，支持其牵头
开发职业技能标准和评价规
范。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技能
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待遇相
统一的激励机制，实现技高者
多得、多劳者多得。落实技能
人才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
参与职称评审、学习进修等政
策。落实技工院校中级工班、
高级工班、技师班（预备技师
班）毕业生分别按照中专、大
专、本科学历享受相关待遇政
策。贯通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
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
通道。

《实施意见》还明确，支持
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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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强职
业技能培训教学资源建设，打
造优质高技能人才培训高地。

（王培 沈春来）

镇江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镇
江高专2019年秋季校园招聘会
举行，省内外160家用人单位为
镇江高专 2023 名 2020 届毕业
生提供了 5259 个就业岗位，岗
位供需比例达 2.6:1。半天时
间，用人单位共收到纸质简历
2659 份，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1526人。

此次用人单位招聘岗位与
镇江高专所设专业紧密相关，
涉及机械、电气、计算机、医药、
化工、金融、物流、酒店、教育、
艺术等多个领域，涵盖学校 48
个专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广阔
的就业舞台。无锡深南电路有
限公司、江苏万新光学有限公
司、苏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等一大批
优质企业，主动联系学校前来

“求才”，用优质生源为企业补
充新鲜血液。现场，毕业生们
手持精心制作的个人简历，穿
梭于各家企业展台间，专心寻
找着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各用
人单位则耐心为应聘者答疑解
惑，介绍从事相关岗位工作的
技能要求及薪酬待遇等信息。

镇江高专就业工作负责人
告诉记者，学校举办此次招聘
会，是为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
工作、积极构建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交流平台、拓宽学生就业
渠道的有力举措。

（吴建强 古瑾）

160家企业进校求才
镇江高专
举办2019年
秋季校园招聘会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镇
江市教育培训行业协会举行成
立大会。协会成立对于我市校
外培训机构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参与学术交流，提升办学能
力，提高行业规范有着重要推
进作用。

市教育培训行业协会由镇

江新东方培训中心等 7家教育
培训机构发起，经过8个月的筹
备时间，共有来自全市7个辖市
区的70家培训机构成为协会第
一届会员单位。大会选举出了
21 家理事单位以及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和监事等协会第一
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会议审议通过了《镇江市
教育培训行业协会章程》和《镇
江市教育培训行业协会会费收
缴标准和使用办法》。在协会
的倡议下，70 家会员单位现场
签订了《镇江市校外培训机构
优质办学承诺书》。

（俞佳融 李欣蔚）

我市成立教育培训行业协会
京江晚报讯 为提高医院

职工应急疏散、应急救援和反
恐处突的能力，日前，丹阳市人
民医院举办消防安全培训及反
恐防暴演练活动，邀请丹阳市
消防大队云阳中队、丹阳市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现场模拟
防恐防暴演练和着火现场场
景。

反恐防暴演练后，丹阳市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贝倍
就医护人员在面对可能出现的
暴力伤医事件时如何有效应对
进行了指导。随即，民警身着
防暴服、手持防暴器具，进行了
警力展示、对抗性演练，并详细
介绍了防暴装备及其使用方
法。

消防安全演练现场，云阳
中队消防官兵就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快
速、有效的应对初起火灾、液化
气瓶着火后的灭火方法等，向
参加活动的全体医务人员进行
讲解。

在消防官兵的指导下，参
加活动的医护人员现场操作干
粉灭火器，对火堆进行灭火实
操。“实景演练让我不仅掌握了
相关消防知识，今后遇到紧急
情况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何应
对了。”参加完培训演练的医院
护士小王说。

（孙红娟 吴唯 朱美娜）

丹阳市人民医院
举行消防安全培训

11月21日是“世界问候日”。昨天，市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开
展“一声问候送温暖”世界问候日主题活动，培养孩子与他人沟
通的能力，养成文明礼貌习惯。

王呈 徐义 张伟 摄影报道

近日，红旗小学一（4）班
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镇江博物馆，在讲解员
的引领下，依次参观了青铜
展厅、陶瓷展厅、金银器展厅
和工艺品展厅。

郑莉 古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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