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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定制培训项目

嘉定打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本报讯 为缓解企业对高技能人
才的需求压力，日前，嘉定首家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下简称“基地）在嘉定
工业区成立。据悉，该基地将精准对接
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提供“定制
化”培训项目，并开展技能认定，实现
企业技能人才“多通道”晋升目标。这
意味着，不仅高技能人才供需不平衡
的状况将得到有效改善，技能人才也
将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
“不是我们不配合，而是不需要。
”
以往，每年在组织企业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时，嘉定工业区劳动保障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按
照规范，由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
项目需参照《上海市职业技能培训目
录》
（下简称《目录》
）开展，
而随着近年

来嘉定产业升级的深入，
《目录》收录
的培训项目显得有些“跟不上节奏”。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领
域，职业技能培训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尤为突出。
”嘉定工业区劳动保障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早在 2015 年，嘉定工业区就从入
驻企业中遴选出一批高级技师作为讲
师，
面向企业一线职工开设了“工程师
（技师）学院”
，形成了高技能人才培养
的“传帮带”
模式。
“几乎每堂课都座无
虚席。”工程师学院老师、大陆泰密克
公司高级技师朱士昇说，由他主讲的
“PLC 编程”课程，内容都来自他几十
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对于一线操作人
员来说十分实用。
“工程师学院”的成功举办，既为

技能人才培训积累了经验，又为打造
完善的培育体系和培养模式提供了雏
形，去年 12 月，全市公布了第七批“上
海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嘉定工业
区成功获评，成为全区首家市级层面
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该基地目前包括新项目开发、新
型学徒制、技能竞赛、高技能人才选
拔、中小微企业平台培训、特聘教授资
格认定等 6 大核心功能。培训内容覆
盖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机械加工、工
业自动化、维修电工等课题。
师资队伍
由高校教师和企业专家组成，目前共
有 27 人，分别来自上海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陆泰
密克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等。
基地刚成立，就为辖区内企业解

决了“急、难、愁”
。今年初，
纳瑞盛上海
实业有限公司因业务需求招录了一批
工业机器人操作人员，但这批员工的
专业技能无法达到岗位要求。了解到
企业的困境后，
按照企业需求，
基地开
发了新型学徒制试点项目《工业机器
人编程与调试》，并引入第三方机构承
接培训。
培训方式包括了理论教学、项
目实训和师傅带教三个环节，考核鉴
定中理论和操作技能成绩占比为 4:6。
考核合格后，还将为员工发放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
目前，该项目已通过上海
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评审，预计 7 月
启动培训。
京东华东区约有仓储员工 6900
人，而能够熟练掌握整个生产流程的
人数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员工没有

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而此类培训项
目也没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标
准可参照。
了解到京东的急迫需求后，
基地联合京东开发了《电子商务仓储
生产操作》的培训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
通过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及相关专家
的立项审核，正处于《实施方案》编制
和《题库》开发阶段。
为确保基地的有效运作，基地成
立了由嘉定工业区管委会分管领导负
责的技能人才评价工作委员会，明确
由嘉定工业区人才开发有限公司作为
鉴定所、负责项目开发和评价实施等
工作，并委托嘉定区成人职业技术培
训中心这一 A 级培训机构作为合作
方，形成了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
的工作新格局。
记者 王安琪

39 种葡萄亮相马陆葡萄节
本报讯 月光无核、下村巨峰、
黑阿尔法、早生内玛斯……39 种葡萄
集中亮相，让市民既饱了眼福又饱了
口福。7 月 6 日，主题为“马陆葡萄，顺
丰领鲜，萄醉葡乡”的第十八届上海
马 陆 葡 萄 节 ，在 浦 东 长 泰 广 场 开 幕
（见右图）。副区长傅俊出席活动。
今年，马陆葡萄与顺丰速运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吃货们只需在家轻点
手机，就能吃上最新鲜、最原汁原味
的马陆葡萄。据悉，顺丰速运将对马
陆葡萄采用运输前预冷、吊牌运单和
独立分拣中心三大特色服务。在马陆
葡萄进入运输环节前，进行 0-4℃、3
小时的预冷，最大程度保证生鲜产品
在源头包装运输中的品质；采用吊牌
式运单，电子运单以吊牌的形式悬挂
于 外 包 装 ，不 会 因 为 运 单 粘 附 礼 品
袋，造成礼品装美观度降低；马陆葡

萄在运输途中不进入传统的分拣中心
分拣，而是设立单独的分拣中心，
减少
葡萄在机器分拣中造成的损伤。
同时，
为防止葡萄在运输过程中由于颠簸造
成损伤，顺丰速运还为马陆葡萄量身
定制了全套运输专用箱，包括葡萄充
气袋、冰袋、保温袋和印有马陆葡萄商
标标识的包装箱。今年，嘉定新城（马
陆镇）积极推动马陆葡萄与二、三产业
的融合。除了围绕葡萄的销售、采摘，
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前期评选的“马
陆十大土特产”
“马陆十大特色点心”
“马陆十大创意农家菜”
“马陆十大传
统农家菜”，包括糖塌饼、葡萄芽炒土
鸡蛋、原味葡萄菜、葡香酸汤老鸭煲等
在内的一批马陆传统点心以及与葡萄
相结合的菜肴，让广大市民了解马陆
葡萄果实之外的美味。
记者 唐敏 文/摄

“双拥杯”军民健身赛闭幕
本报讯 7 月 8 日，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健身强军”为主题的 2018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第十届“双拥杯”
驻沪部队军民健身系列赛闭幕颁奖典
礼在嘉定举行。副区长傅俊出席活动。
系列赛 7 月 2 日开赛至今，进行了
乒乓球、羽毛球、扑克牌 80 分、软式飞
镖、保龄球、篮球、城市定向、真人 CS、
拔河 9 个单项的比赛，来自上海警备
区、海军上海基地、空军上海基地、武
警上海市总队等 13 支驻沪部队参赛。
“双拥杯”驻沪部队健身系列赛已
经走到第十个年头，逐渐成为广大官

兵参与健身、喜迎八一建军节的品牌
赛事。为进一步加强驻军各单位间的
合作交流和军民共庆，此次比赛吸收
了更多社会团体及普通市民的参与。
同 济 大 学 和 上 海 大 学 报 名 参 赛 ，令
“双拥杯”更年轻化；区代表队黄浦
区、长宁区、嘉定区、闵行区，企事业
单位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加入，意
味着“双拥杯”这项驻沪部队传统体
育赛事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响应。此外，比赛还在今年增设了
扑克牌 80 分、保龄球等形式新颖的比
赛项目，广受好评。
记者 刘静娴

“创享嘉2018享·未来”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7 月 6 日，由嘉定国资集
团下属嘉定孵化主办的“创享嘉 2018
享·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启动。赛程将
历时 6 个月，
将于今年底进行总决赛。
活动汇聚了文创界、投资界、传媒
界和其他行业、企业的精英代表，
其中
不乏对创新创业、新文创领域有着深
刻洞察和独到见解的人士。
“ 荣正投
资”
“启迪之星”
“由里影业”等公司相
关负责人分别从文创投资人、文创企
业孵化、文创从业者和创业者的角度，

结合自身对行业的观察和经验，与现
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作为针对“新文创”和“新科技”
领
域的年度创业赛事，
“创享嘉 2018 享·
未来”创新创业大赛已于 6 月开启线
上报名通道，
整个赛事历时半年，设置
三场分赛路演（文化创意、消费升级、
游戏动漫）以及一系列企业成长加速
培训，将于 2018 年底进行总决赛。大
赛评委采取“投资专家+行业专家”的
双评委模式，评委全部来自深耕文创

领域的专业化投资机构，帮助选手精
准把控项目并给予发展建议。
此次大赛设置年度最佳大奖、最
具投资价值奖、最具发展潜力奖、最佳
创新奖、最具风采奖、最佳商业计划奖
等六项万元现金奖励。参赛者可以免
费参加决赛期间的系列培训与辅导活
动，包括路演培训、知名企业考察对
接、投资人深度对接等，
且有机会获得
100-500 万元天使投资。
通讯员 郭梓琳 记者 冉涛

嘉定公交 APP 上线运营，乘客可掐点坐车
本报讯 气喘吁吁冲到站台，要
坐的公交车却刚开走；要去陌生的地
方，却不知乘哪趟公交；
在不熟悉的地
方既打不到车，也找不到公交站。近
日，嘉定公交 APP 上线，市民乘车遇
到的这些烦恼将“一站式”
获得解决。
记者通过嘉定公交门户网站
（http://www.jd-bus.com/Web/APPYDGJ.aspx）二维码下载安装 APP，无
需注册和添加任何个人信息。整个界
面包含实时到站、路线规划、周边公交
三大功能，乘客可通过该 APP，查询嘉
定公交自行运营的 80 条公交线路的
沿途站点、实时位置、预计到达时间等
信息。
点开“实时到达”，任意输入嘉定

某条公交线路，正在行驶车辆的大致
位置、车牌号及到站时间等信息一目
了然。市民陶丽娟最近就体会到了嘉
定公交 APP 给自己带来的方便。她在
位于白银路上的通福大厦工作，经常
需要乘坐嘉定 9 路和嘉定 14 路去菊园
新区或嘉定区行政服务中心。虽然楼
下 100 米处就有公交站，但时间总是
拿捏不准，有时候刚出大门却发现车
子刚启动没走几十米，无奈只能等下
一班公交。
“最麻烦的就是遇到暴冷、
暴热和暴雨天，
公交站台等车时，
一分
一秒都是煎熬。
”陶丽娟说。如今，
陶丽
娟上下班或者出去办事，打开手机就
能看到公交车距离“阿克苏路白银路
站”
还有多远，
大概几分钟后到达。

如果自己距离公交站较远，输入
想要乘坐的车辆班次信息后，系统会
自动显示该车辆相关信息。值得一提
的是，该车辆经过且距离乘客最近的
站点名称会自动变成红色，以提醒乘
客前往。
比如，
记者想前往马陆葡萄主
题公园，需要乘坐嘉定 101 路。在德富
路塔秀路搜索嘉定 101 路后，
“宝安公
路永盛南路”
站立马变为红色，
当公交
沪 D-46926 到达“宝安公路育兰路”
站时，APP 提醒“车辆即将到达，请及
时前往站点”
。
乘客若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却
不清楚如何乘车、乘哪一路公交更省
时间，点开“路线规划”就能获得较为
科学的线路。记者了解到，APP 能定位

乘客实时位置，提供周边公交线路查
询，
并显示最近站点及距离。
乘客可以
在时间短、少换乘和公交优先三项中
选择，做到科学出行。比如在嘉定区人
民法院门口，经常就有市民参加完开
庭审理后，需要乘公交到嘉定新城轨
交站，不少人经过询问后找到最近的
“塔秀路德富路”公交站，发现嘉定 9
路、14 路都能到达。由于第一次乘坐，
不少人直接上了嘉定 9 路，即使当两
辆车同时到达，也有乘客选择乘坐嘉
定 14 路。殊不知，虽然两辆车都能到
达嘉定新城地铁站，但因行驶路线不
同，嘉定 9 路却比嘉定 14 路大约可节
约 8 分钟。有了嘉定公交 APP，输入目
的地并选择“时间短”后，后台共给出

5 条出行方案，乘客可根据自己需求
进行选择，
在少花时间、少走路的情况
下到达目的地。
当乘客处于陌生区域，嘉定公交
APP 也能帮助乘客找到就近的公交
站。以嘉定国资金融大厦为例，点开
“周边公交”，共有 10 个站点在地图上
清晰可见，
点击每个站点的图案时，距
离、站点名称、线路名称等信息一目了
然。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乘客只能先判
断方位，
然后根据地图摸索到该站点。
因此，不少市民建议站点增设“导航功
能”。还有不少市民建议，APP 可尝试
增加失物招领功能，乘客如果在公交
车内、场站丢失物品，
可以在失物招领
页面查询相关信息。
记者 冉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