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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华：将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跨越时空的对话】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总有
人用平凡成就伟大。王中华把全
部精力投入在“为百姓做实事”
中，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设身处地为群众考虑，将每一
件小事做到极致。他不忘党的初
心和使命，在疫情面前勇于冲锋
陷阵，服务群众，守护大家共同居
住的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作为一名主任科员，王中华
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大家
的好评及赞扬；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他身先士卒，第一时间加入了
抗疫队伍，承担起防疫顶岗的重
担，并在疫情期间坚持向参保人
员提供优质、便捷、安心的服务，
获得了“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面对表扬与感谢时，王中华
总是谦虚地说道：“我们上海人社
的党员干部都具有冲锋在前、为
民服务的精神，我只不过是他们
的一个缩影和代表。”

疫情期间守护每一户百姓

“我们青年党员干部，要有时
刻冲锋在前的精神。”2020 年初
疫情来袭时正值春节，王中华早
已订好了回老家的车票，却在听
到中心响应国家号召、招募防疫
志愿者消息时，立即取消了返乡
探亲计划，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了
杨浦街道顶岗工作的队伍。2月，
王中华与同行的 40 余名党员干
部来到长海三村居委会报到。长
海三村是传统的老旧小区，附近

还有长海医院、肿瘤医院，居民以
短期租户和外来人口为主，而这
些对象正是疫情初期需要严格排
查的人群。疫情爆发初期，上海以
及附近的南京、安徽等地都通报
了多个重点地区，而春节假期即
将结束，返沪人员数将达到高峰，
这对于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来
说，既增加了繁重工作量，同时也
增加了工作的危险性。

“我们一共负责 8 个小区的
防控任务，有 2000 多户居民，每
天在小区门口测量体温 300 人
次，排摸登记外地返沪人员70人
次，微信步数几乎都可以达到
20000步。”那时候的疫情防控技
术并不成熟，对于每个外来人员
的相关信息都是由王中华与其他
志愿者们亲自上门统计的，包括
排摸登记巡查、测量体温报备管
理、口罩预约发放等。如果近期行
程涉及重点区域的老弱病残孕等

特殊人群，志愿者们会亲自上门，
帮助他们完成测量体温等防疫任
务，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这个
过程中，也逐渐总结出一些防疫
工作经验，例如通过临时通行证
的发放来管理小区人员的进出，
确保排查无误。这些宝贵的实战
经验不仅为日后防疫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为社
保中心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启示
和帮助的作用。

疫情扩散初期，上海市第八
人民医院作为指定的检测医院，
发烧病人都要前往八院进行诊
断，疑似病例则需要按照规定接
受进一步检测和治疗。王中华的
妻子就是八院的一名医生，为了
及时进行疫情防控和治疗患者，
还没过完年就返回了工作岗位。
医院经常倒班，王中华成为了全
力支持妻子工作的坚强后盾，照
顾孩子、料理家务，让妻子能放心
地奋战在抗疫的前线。正是因为
深切体会到前线抗疫人员冲锋在
前、舍己为人、舍家为国的精神，
王中华也选择成为抗疫一线队伍
的一员，全心投入防疫工作，为保
家卫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平凡岗位做好每一件小事

在日常工作中，王中华始终
贯彻“为民服务”的理念，从群众
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努力做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暖
心人。去年 10 月，高女士来到社

保中心办理退休，由于缴费年限
不满15年，需要先进行补缴才能
办理退休。王中华审核受理材料，
确认符合办理条件后，与高女士
电话联系详细告知其后续办理程
序。这天临近午休，高女士前来补
缴社保，当得知她身体有恙，往返
路途遥远，王中华希望能尽快办
理业务让她能少跑几趟，便利用
午休的时间，主动陪同高女士前
往财务办公室、银行、社服科等办
理相关手续，将原本需要几天完
成的业务压缩在短短几小时内一
并办理完结，当天就为高女士办
好了退休证。当高女士拿到退休
证时别提多高兴了，由衷地赞扬
道：“王中华先生的言行表现让人
特别‘窝心’，让我们这些岁数较
大的退休人员心里暖暖的。”

“我每天主要负责在窗口接
待办事群众，虽然都是一件件小
事，但是时刻保持工作的热情，把
小事做好了也是伟大的事。”今年
7 月，吕女士前来社保中心申领
非因公死亡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
助费。当时发现她准备的材料并
不符合申领要求，而她本人并不
清楚需要哪些材料，与老家的工
作人员也沟通不顺利。基于这种
情况，王中华主动与吕女士老家
工作人员取得直接联系，化解了
不必要的麻烦与矛盾，顺利地为
吕女士完成了业务的办理。吕女

士在感谢信中写道：“不管是中午
或者晚上，我打电话询问时，王中
华同志每次都很热心地讲解，他
这种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的态度
和精神让我倍受感动。”

疫情期间，王中华也始终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做好窗口接待
工作，坚持每天到岗，并且主动承
担起因防疫需要不能到岗同事的
工作任务。事实上，由于疫情形势
的严峻，很多个人以及单位的社
保问题办理也遇到了阻碍。人社
局社保部门针对这些情况制定了
相应的防疫举措，推行“让办事单
位少跑路”“不见面办理”等系列
政策，例如退休人员的手续可以
延期办理，并且不会影响待遇的
发放。王中华在仔细学习这些新
政策后，利用午休时间、下班时
间，主动联系对口服务的人力资
源公司、上海大学等大型单位，向
他们传达新的办理程序，为他们
提供实务便利。特殊时期特殊方
式，王中华总会耐心地指导办事
人员通过邮寄材料或者网上经办
等便捷方式完成业务的办理和咨
询，为办事人员减少了很多不必
要的外出风险，也为因疫情不能
前往社保中心的人员提供了及时
的服务。为此，王中华收到了多个
单位的实名表扬信，感谢他的热
情耐心、认真负责给办事人员带
来的帮助和便利。（文字：子桦）

【基本案情】
近期，刘先生至劳动监察

机构投诉A公司存在未经许可
从事职业培训的违法行为。刘
先生称通过网络广告得知A公
司在招募学员，该公司承诺为参
加培训并通过考核的学员提供
相应就业岗位。刘先生遂向A公
司报名育婴师科目。经过7天的
职业技能培训，刘先生顺利通过
考核，取得培训证书。事后，刘先
生在权威机构网站上未能查到
其取得证书的相关信息，怀疑自
己被骗，故前来劳动监察机构投
诉A公司涉嫌存在未经许可从
事职业培训的违法行为。

经查，A 公司为民营企业，
主要经营家政人员的招聘及培
训业务。其工商注册登记的信
息中并无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及
考核的经营范围，其也未取得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关于职业技
能培训及考核的许可。根据《人
社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的规定，国家按照规定的条
件和程序将职业资格纳入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
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
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
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
业创业挂钩。而 A 公司从事的
育婴师职业资格培训，属于《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中的列项，应

当在取得行政许可下方能开展
经营活动。

在查清基本事实后，劳动监
察机构将该案件线索移送给市
场监管部门做后续案件处理。

【综合点评】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本市培训机构管理促进
培训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中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要求，

“由本市市场监管部门集中行
使原本由本市教育、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文化旅游、体育、科
技、卫生健康等部门依法行使
的涉及培训市场的有关行政处
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
查、行政强制权，包括行政处罚
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罚等。”同
时，根据《上海市培训机构线索
移交与执法协作办法》之要求，
在获取线索后，应当及时依法
进行初步核实。经初步核实，认
为违法事实基本成立、应当予
以行政处罚且属于市场监管部
门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职
责的，应当将线索移交至同级
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因此，劳动监察机构在检
查中发现A公司存在未经许可
开展职业资格培训的行为，经
初步核实违法事实基本成立
的，应当移送案件线索给市场
监管部门，由后者行使行政处
罚权。 （唐嘉伟 沈静慧）













































【案例分析】

未经许可从事职业技能培训谁来处罚？

上海市人社局紧扣“学史力
行”，持续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
扎实行动，转化为奋力开创人民
城市建设新局面的生动实践。本
期让我们走进企业新型学徒制培
养机制，了解企业培养高技能人
才的道路。

企业新型学徒制“新”在哪？
新培养模式：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持续

推进技能提升行动、创新中国特

色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新时
代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企
业新型学徒制突出政府引导、企
业为主、院校参与，支持企业联合
院校、培训机构等，以岗位带教和
集中学习相结合方式开展学徒、特
别是青年后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做到“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
校双师联合培养”。培养和评价“双
结合”，企业实训基地和院校培训
基地“双基地”，企业导师和院校
导师“双导师”培养模式，大型企
业可依托本企业培训中心等采取

“师带徒”的方式，开展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养工作。

新培养内容：
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要求，紧扣制造强
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之急需和企业未来技能需
求，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和行业、企业培训评价规范

开展相应职业（工种）培训，积极
应用“互联网+”、职业培训包等培
训模式。加大企业生产岗位技能、
数字技能、绿色技能、安全生产技
能和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工匠精
神、质量意识、法律常识、创业创
新、健康卫生等方面培训力度。

新支持政策：
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规

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补贴期限
按照实际培训期限计算，本市企
业最高可按照每人每年 8000 元
标准享受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企业在开展学徒培训前将有关材
料报所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备案，经审核后列入学徒培训
计划，培训任务完成后，向所在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提交
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凭证，由相
关部门按照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的
人员数量，及时拨付职业培训补
贴。 （未完待续）

高技能人才养成记：新型学徒制的“新”“实”“效”（上）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