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
2018年 1月山东省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该工程是山东省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转型升级的重大决策，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补短板”的具体举措。长期以来我省经济实力居于
全国前列，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工业企业数量可
观，但是相对而言，传统工业所占比重较高，污染型
行业和低质量产品行业也较多。自 2013年以来，山
东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产能过剩
的同时，全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布局新兴产
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
要素为支撑的“十强”产业，是未来山东经济发展的
新动力。 这类企业一方面需要积极培育引进，另一方
面需要在原有产业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等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这都需要高素质产业
工人队伍才能推动、支撑和长远持续发展。 传统产

业的改造升级需要职工在原有技能基础上更新学
习新技能，否则就要面临分流压力；而新兴产业的
发展也需要一大批具备相应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

二、目前山东省产业工人队伍人才供给的现
状分析

山东省是全国人口第二大省，2016 年末全省
人口数为 9947 万人， 全省城乡就业人员总数为
6685万人。 全省技术人才共有 1020.7 万人，其中
高技能人才 268.8 万人， 山东省技术能手 1614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技师 528人，山东省首席
技师 1209人，全国技术能手 346人。 山东省共有
获批建立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18家，省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28 家， 省级技师工作站
100 家[1]。 从总量数据来看，山东省就业人口数巨
大，但是目前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小学和
初中文化程度达 61.9%，高中文化程度为 13.1%，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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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14.7%，高级技
能人才数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不高 ， 仅有
11.33%[2]。 由此可以看出，山东省的人才供给质量
不高，与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名号不符，与社会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匹配。 职业技能鉴定是
衡量高技能人才质量的重要依据，山东省 2010年
至 2015 年在岗人员申请职业技能鉴定并获得资
格证书的人数和比例也不高，具体数据见表 1①。

表 1 山东省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得证书人数

从绝对数字上来看，山东省获得职业技能鉴
定等级证书的绝对人数在连年增长， 从 2010 年
的 70万余人增长至 2015年的 100万余人；同时，
在生产领域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对技术创新具有
较大推动作用的技师和高级技师证书人数也逐
年增长， 从 2010 年的 1.8 万余人增长至 2015 年
的 4.9万余人。但是从相对比例上来看不容乐观，
技师和高级技师比例较低，常年维持在 3%-5%之
间，高技能人才的供给明显较低。

从表 2①可以明显发现， 山东省 2010 年至
2015 年获取初级技师和中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的比例较高，但是体现技能水平较高、创新研发
能力更强的技师和高级技师所占的比例较低，多
年来基本维持在 3%-5%之间，完全不能满足社会
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企业的生产长期处于技术
改进困难、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状况，企业创新
发展遭遇技术瓶颈时只能靠引进技术。 2016 年，
山东省高新技术行业产值不高，仅占规模以上工
业产业比重的 33.8%，比浙江的低 6.3 个百分点，
比江苏的低 7.7 个百分点； 全社会对科技研发的
投入也不高，研发经费支出占比仅为 2.3%，绝对
额和相对数额方面均明显低于浙江、 江苏和广
东，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广东
有 2.4 万件，山东省 1399 件，仅为广东的 5.8%②。
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山东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而
科技创新能力与高技能人才数量与质量密切相
关。 据《山东省 2017年公共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
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从需求人才倍率上看，各
专业技术等级和职称求人倍率均大于 2， 具有技
师、高级技师、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和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的求人倍率比较高，分别为 3.08、2.69、2.77
和 2.51[2]。 由此可以推断，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缺口很大，高技能人才的供给目前无法满足社
会的需求。

山东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 “十
强”产业为抓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需要
一批科研研发人员、设计人员、高级工程师、高级
管理人才，也需要大量技术精湛、爱岗敬业的高
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目前山东省
的产业工人队伍现状距离“十强”产业的人才要
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技术工人总量不足，技能结
构不合理，区域分布差别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弱，
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十强”产业的需
求。 如何培养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
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对
于实现创新发展、建设综合试验区高素质产业集
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途径的思考
不论古代工匠还是现代高素质产业工人队

伍，都需要长期坚守、持之以恒地锤炼技术，要精

年份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
技师

2010 年 311048 253435 120529 16172 2150
2011年 362575 255093 189897 22252 4223
2012 年 425969 234396 173449 23396 4420
2013 年 409267 184554 150025 33018 8615
2014 年 511452 312110 259460 38394 10273
2015 年 481322 268330 201055 37723 12273

证书
级别 2010 年 2011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初级 44.22% 43.47% 49.44% 52.10% 45.19% 48.10%

中级 36.03% 30.59% 27.20% 23.50% 27.58% 26.81%

高级 17.14% 22.77% 20.13% 19.10% 22.93% 20.09%

技师 2.30% 2.67% 2.72% 4.20% 3.39% 3.77%

高级
技师

0.31% 0.51% 0.51% 1.10% 0.91% 1.23%

表 2 山东省获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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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求精，不断提升。 这就要求我们应从制度方面
和个人价值观认同方面入手，创造适合培育现代
高素质产业工人的社会环境。 个人价值观认同是
最主要的因素，也是促成劳动者成为高技能人才
最重要的内因， 辅之以全面系列的制度保障，将
有益于现代工匠的培育。

（一）大力弘扬宣传工匠精神，形成广泛的社
会认同

工匠精神中所蕴含的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
精神，值得所有社会大众在任何领域推崇，也值
得社会大众敬仰。 互联网和媒体所播放的《大国
工匠》 纪录片确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震撼和崇
敬，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工匠精神的宣传力度和
宣传效果还远远不足，还未形成社会普遍的价值
认同。 很多关于大国工匠的宣传仅仅停留于部门
网页，点击率和阅读率不高，宣传效果一般。 在一
段时间内，媒体和电视媒介也曾着重报道和播放
过关于大国工匠的事迹，但是时间短、频次低，无
法形成广泛、长期、持续的宣传效果。 媒体和电视
节目时间段是宝贵的， 工匠精神的宣传是公益
的，而且是长期的，这需要占用大量的宣传资源，
对于媒体界来讲是不愿意自己主动做的。 因此，
政府宣传主管部门应该做好规划，让媒体肩负起
应有的社会责任，宣传主流的、积极向上的价值
观，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推崇、敬仰工匠精神。

弘扬工匠精神首先要选拔工匠，各地工会和
企业应该广泛开展工匠评选活动，把评选和表彰
工匠工作做得热烈、广泛、深入人心。 在评选工匠
时，适当扩大范围，扩大名额，扩大行业，根据实
事求是的原则，广泛开展。 同时，对各级评选出的
工匠进行不同程度的表彰，同时对行业拔尖人才
和工匠在政治待遇、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予优厚奖
励，在社会层面给予广泛宣传，真正引起社会的
广泛赞誉，形成正向引导。

弘扬工匠精神还应该建立工匠文化示范园
和工匠精神宣传园区，将评选出的行业工匠感人
事迹进行详细全面的展示，定期更新。 要定期组
织各行业产业工人参观学习，将企业自我宣传与
行业宣传相结合，将现场宣传和教学基地宣传相

结合， 将职业技能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相结合，
促进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工匠精神的宣传应当立足于长久、持续和广
泛， 应当列入政府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应
当在人才成长和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都注重精
益求精、追求极致的价值引导，而不仅仅在职业
院校和工作场所。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爱岗、敬业”蕴含了工匠精神的内容，但是目前对
其蕴含的精神欠缺详细的解读，因此应当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工匠精神的宣传紧密
结合，深入剖析，有机融合，形成正确的价值引
领。

（二）建立系统配套的制度，以培育现代高素
质产业工人队伍

价值认同是培育现代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的重要前提，而系统全面的制度则是培育现代高
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保障。 精益求精和追求
极致要求职工们长期坚守一个岗位，持之以恒地
钻研改进技术，这需要政府、工会、企业协同制定
有助于职工们长期坚守的政策，以解除职工们的
后顾之忧、看到未来的成长希望，从而吸引劳动
者为之努力。 为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做好以下
几点：

1.优化人才理念，提高技术工人的技术津贴
和工龄工资

政府是社会价值观的引领者和倡导者，社会
的人才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应
当有科学的人才理念，才能有效引导社会大众和
企业。 高素质产业工人是企业和社会的宝贵财
富，技术需要传承和提升，应当提倡和鼓励企业
在职工工资中加大技术等级津贴的比例，政府也
应该对高技能人才予以特殊补贴，以表彰和倡导
技术的传承和改进，这将对社会产生正向的激励
和导向，优化社会和企业的人才理念。 可以适当
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推进“终身雇佣制”和
“年功序列制”，鼓励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长期合
作，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工资待遇中加
大年龄、在企业服务时间、技术等级等因素的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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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技术工人需要一定的时间投入和经济
投入，如果职工在企业的工作时间较短，不仅个
人技能得不到提升，企业也没有更多的动力去做
这项工作。 因此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鼓励职工在一
个企业长期坚持，企业设置工龄工资是比较有效
的一个办法， 职工在某一企业工作的时间越长，
工龄工资的比重越高，这样必将有利于产业工人
选择长期坚守，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通过提高技术工人的技术津贴和工龄工资，
从而实现技术工人的总体收入提升一个高的档
次，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正确导向，解决
技术工人的经济压力， 实现有目标性的引导，吸
引广大劳动者向高技能人才学习。

2.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评级评价体系，畅通产
业工人发展通道

技术等级评定是发放技术津贴的前提，是科
学引导技术工人改进技术、 提升技能的指挥棒。
目前的技术等级评定很多是以笔试的方式进行
的，这种评定方式便于成绩评定和汇总，但是不
利于考核鉴定人员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而实践操作的评定需要评定人员客观公正、实事
求是，一旦鉴定结果受到质疑，鉴定方会承受较
大的压力。 因此很多鉴定机构采取了较为保守的
鉴定方式，主要以理论考试为主，这实际上是不
利于高技能人才的评定的。 建议在技术等级评定
时加大实践操作的成绩比例，让高技能人才不仅
具备理论知识，还具有较高的实践动手能力。

当前， 部分行业的职业技能评定还不完善，
国家职业资格认定还存在盲区。 政府各部门应该
广泛调研， 完善职业技能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
贯通技术工人从高级工提升到技师的通道，扩大
和畅通成长空间 [3]。 消除职业资格等级评价中关
于年龄、学历、身份、资历等条件束缚，允许企业
生产一线职工中掌握高技能、行业领先职工不受
各种条件限制参加考评。 让产业工人能够持续全
面的获得职业资格鉴定，并在薪酬体系中予以充
分认可，畅通产业工人在技术成长、技术进步、收
入待遇方面的发展通道，提高产业工人提升技术
的积极性。

3.优化教育理念，提高对应用型院校和职业
院校的教育投入

职业院校和应用型高校是我国产业工人队
伍人才供给的重要渠道，我国高技能工人供给人
数不足与技能人才的生源质量有一定的关系。 由
于社会认可度不高，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首先选
择学历教育，只有成绩不高的学生才会被迫选择
职业教育， 愿意主动学习技术技能的生源不多。
应用型院校和职业院校是培养技术人才的主要
阵地，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应用型院校和职业
院校的资金投入相对于其他研究型大学较低，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类学校的实验条件和
师资配备。 同时，部分应用型院校的定位不完全
准确，应用型的特点不突出，人才培养质量有待
于进一步提升。 因此，应该优化教育理念，充分认
识到技能人才在我国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奔
向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对职业院
校和应用型院校的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学习专业技能，不断改进技术。

4.优化社会用工理念，倡导劳动者的职业坚守
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培养需要劳动者在

某一岗位常年坚守，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做一
行、精一行”。 在一段时间内，部分高校的就业指
导观念却是“先就业，再择业”，从促进就业的角
度来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引导却容
易让刚刚踏入就业岗位的毕业生产生不长久坚
持的错误想法，而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更多考虑的
是他们能否长久待在公司，因此相互之间的不完
全信任在入职前就已经存在。 与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长，在很大
程度上与此有关系。 这是不利于企业职工队伍稳
定和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 因此，我们应
当倡导正确的就业观念和企业用工理念，坚持引
导毕业生热爱职业、热爱岗位，正确认识劳动给
付和收入匹配的关系，倡导对职业的坚守，倡导
职工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追求极致。

倡导劳动者和企业建立长期劳动关系，逐步
降低短期劳动合同的比例。 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企业工会应当肩负起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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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劳动者签订保护劳动者权益最好的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以促进企业的职工队伍稳定。 同时，
倡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 “师徒制”， 安排技术精
湛、 工作责任心强的老员工担任新员工的 “师
傅”，在技术、成长、个人发展等方面做出指导，以
促进技术工人的成长进步。

（三）提升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地位，畅通表达
诉求的通道

政治地位不高是产业工人队伍主人翁精神
缺失的重要原因。 政治地位的提升将有利于提升
技术工人的职业社会声望， 引起广泛的社会认
同，从根本上扭转未来社会大众的择业观。 因此，
应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扩大工人阶级的人
大代表比例， 适当增加高级技术工人入党的比
例，增加劳模、技术工人在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
代表的比例。 要畅通技术工人群体的诉求渠道，
全面听取技术工人在工作、生活、职业发展、工资
待遇等方面的诉求，不断优化各项政策，保障高
技能人才的成长。 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
众性组织，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应当适
当扩大工会干部中来自企业一线和技术工人的
比例，全面提升技术工人的政治地位，提升技术
工人的自豪感，重塑主人翁地位[4]。

（四）优化法制环境，保障高技能人才的各项
权益

我国应该全面优化劳动法治体系建设，完善
劳动者权益维护的系列法律， 不断提升立法层
次，完善劳动基准立法，扩大集体协商的实效性，
畅通工人对工资增长和休假等方面合理诉求的
表达渠道。 通过全面系统的法制建设，将劳动关
系的建立、日常运行和调整都纳入规范的法治轨
道，逐步优化社会用工理念，倡导建立长期稳定
的劳动关系， 保证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的落实，保
障劳动者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目前伴
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各种
新业态、 新用工形式也呈现灵活多样的状况，在
为社会广泛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不符合劳动法律法规要求的用工现象，要求相关
立法应该及时更新、及时完善，以促进社会劳动

关系的稳定和谐。
（五）优化劳动关系三方主体的合作理念，平

衡各方利益诉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者、企业、政府是劳动关系的三方主体，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三方充分信任、全面合
作。在此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企
业对政府信任，才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劳动者
对企业信任才能持久坚持， 不断学习改进技术；
企业对劳动者信任，才能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培
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三方的通力合
作才能使劳动关系由不和谐逐步走向和谐。 劳动
关系领域发生的各种问题，都与三方的合作理念
不足有关， 导致各方的诉求得不到有效平衡，出
现劳动合同短期化、用工荒、职工队伍不稳定、高
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不健全等劳动关系领域的不
和谐现象。 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三方的充分信任
和合作， 才能逐步化解劳动关系领域的各种问
题，平衡各方诉求，建立稳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
企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六）深化工会改革创新，做好技术工人权益
维护工作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组织，也是维
护劳动者权益的合法组织。 各级工会应当切实发
挥自身职责，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职工一线开展
调研，详细全面了解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的现状
和诉求。 积极利用互联网创新工作方式，形成广
泛联系、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5]。 以基层工会
为主要工作对象，把组建工会、组织会员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维护劳动者权益做到实处，充分发
挥工会的职能。

工会应该做好职工教育工作，以职业技能培
训为手段， 以不断提升工人的技能水平为目标，
充分挖掘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各类现代化产业
人才培养基地的资源，建立覆盖广泛、形式多样、
运作规范，行业企业、院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
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打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的通道，使之纵向相互衔接，横向互通互认，广泛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工会应该充分调研，全面提
升高技术人才的生活保障水平，积极同各部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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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保障高技术工人在子女入学、租房、购房等方
面的政策倾斜，解除技术工人的后顾之忧。 工会
还应该集中资源打造网络学习平台，为一线工人
自学提供丰富资源， 满足工人个性化学习需求，
全面提升工人的综合素质。

总之，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关系到我
省“十强”产业布局落实的大事，也是影响我国经
济结构调整的大事，需要劳动关系各方主体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 特别是政府作为劳动关系的重要
主体，应该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引导，对症施策，
做好政策和价值引导。 只有各方主体共同努力，
才能促使企业和工人适应新形势，主动提升职业
技能水平，全面提升职业素养，才能逐步培育更
多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

注释

①数据来源：《山东劳动统计年鉴 2011-2016》。

②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刘家义在山东省全
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 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新时代山

东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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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ms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Wang Kui

（School of Labor Relations in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7）

Abstract Industrial workers are the necessary intellectual support to real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Industrial workers provide necessary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present, Shandong
owns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workers, but with low-quality ones, the lack of high-skilled ones and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demand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shift in driving forces
cannot be met. To develop high-quality industrial workers,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should be promoted while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values should be developed. Meanwhile, related incentiv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rating system of vocational skill should be improved. We should also raise
technical allowance seniority pay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income of industrial workers. To promote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high-skilled workers, the labor law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the reform of unions should be
deepened, thus, highly-skilledworkers' rightswill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industrialworkers；labor relations；staff '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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