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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鼓励企业吸纳就

业、稳定岗位！ 2 月 21 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了解到， 本市将延
长以工代训补贴政策至今年年

底。
所谓以工代训， 是指企业

利用自有场所、生产设备，让职
工边工作边进行生产技能培

训。 此前，本市出台规定，实施
企业新吸纳劳动者以工代训补

贴和困难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

前者是对本市各类企业年内新

吸纳本市户籍的就业困难人

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两年
内高校毕业生、 登记失业人员
（“四类重点人员”） 就业的，按
照吸纳人数和每人每月 300 元
标准给予企业以工代训补贴 ,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
最高每人可补贴 1800 元。

后者则是对受疫情影响暂

时经营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各

类企业的以工代训补贴， 按照
每人每月 200 元标准给予以工
代训补贴，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

过 3 个月， 最高每人补贴 600
元。 符合条件的本市企业可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申领其中一项

以工代训补贴， 但对困难企业
年内新吸纳的 “四类重点人
员”，按企业新吸纳劳动者以工
代训补贴标准执行， 同一职工
只可享受一次困难企业以工代

训补贴。 以工代训补贴政策受
理期限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最新出台的规定 ，本
市将继续实施以工代训补贴政

策， 政策有效期和受理日期延

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市新实施的以工代训补

贴政策， 要求企业符合相应条
件。 企业新吸纳劳动者以工代
训补贴，要求企业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新吸纳的， 按照沪人社规
〔2020〕17 号明确的“四类重点
人员 ”； 困难企业以工代训补
贴，要求 2021 年度企业月营业
收入较 2019 年度或 2020 年度
（符合其中一项即可）同期相比
下降 70%及以上。此外，申请以
工代训补贴的企业应为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在本市依法登
记注册，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本市各类企业。

目前， 本市已建立补贴资
金网上申领渠道， 符合条件的
本市企业以参保单位为主体通

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自助经办系统申报以工代训补

贴，对企业新吸纳的“四类重点
人员” 和社保缴纳情况等申请
以工代训补贴信息， 通过系统
数据库后台比对， 减少申领企
业提交材料，实现补贴申领“一
键点单”便捷化办理。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
记者 罗菁）你是合格的职
业电竞人吗？ 光说没用，
只会打游戏也没用。

近日，人社部公布了
电子竞技员等 13 个国家
职业技能新标准，这意味
着电子竞技员有了明确

的从业“门槛”。 从具体标
准内容来看，电子竞技绝
对不是会打游戏那么简

单。
根据《2020 年中国游

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电
子竞技游戏用户规模达

4.88 亿人 ， 较上年增加
9.65%。 但电竞从业人数
总量不高，人才缺口较大。
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全国体育运动学
校联合会等受人社部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委托，在对
体育、文化、科技、人社、教
育等领域的专家及电子竞

技相关单位进行广泛调研

后，编撰了该标准。
记者看到 ，该标准规

定，所谓电子竞技员，指的
是“从事不同类型电子竞
技项目比赛、陪练、体验及
活动表演的人员”，需具备
一般智力和空间感，眼脑
协调 ，反应敏捷 ，操作灵
活，心理素质稳定，具有良
好的观察与学习能力。 普
通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

（或相当文化程度）。

该职业被划分为 5 个
职业技能等级， 分别是五
级/初级工、 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
一级/高级技师，并规划了
每一等级应具备的职业技

能。
鉴定方式分为理论知

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上机考

试或闭卷笔试等方式，专
业能力考核采用上机操作

或闭卷笔试等方式。 理论
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

均实行百分制， 成绩皆达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二
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还
须进行综合评审。

从技能要求来看 ，电
竞项目操作的占比最高，
但并不是唯一， 还有包括
电竞战术实施、 电竞数据
分析、电竞活动表演等，而
从四级/中级工开始，增加
了电竞项目开发的要求。
二级/技师以上，又增加了
管理和培训的内容。

据悉， 在电子竞技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式出

台后，相关的教材、考试题
库将加紧编排 ， 培训、考
试、 认证体系也将逐步建
立。 未来电竞从业者将以
电子竞技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为依据，通过公开、公
平、公正的学习考试，按技
能等级持证上岗。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
玉荣 文/摄 ） “再打一把方
向，刹车踩一下，好！ ”节后首
周，巴士客修公司漕宝车间
一片繁忙的维修场景。 往年
这个时候，不少外来务工人员
尚未返沪， 开年后的维修保
养任务吃紧 ， 而今年， 因为
“就地过年”的倡议，绝大多数
务工者主动留沪 ，并早早投
入到各个工作岗位， 让一切
更加从容不迫。

久事公交下属巴士客车

维修有限公司目前承修 2490
辆公交车， 在册职工 817 名，
其中外务工 256 名，占职工总
数的三分之一，是上海公交维
修保养的一支重要力量。为配

合疫情防控需要和保障公交

车正常营运，今年，九成外来
务工者主动留沪过年。

据悉 ， 今年春节长假期
间，客修公司维修各类车辆故
障 495 辆次， 车辆保养 55 辆
次，抛锚路救 28 辆次，保障了
2490 辆公交车在春节期间的
正常营运，串联起了市民乘客
的亲情。留沪的外来务工者成
了一支最重要的中坚保障力

量。
“除了适当的休息， 公司

考虑到我们的收入，年初四开
始，愿意加班的人，尽量安排
加班，一周时间过得挺快！ ”漕
宝车间的黄金诚告诉记者，没
回老家， 其实挺想家人的，但

特殊时期咱也要理解支持，公
司和车间做了不少安排，有慰
问信、大礼包、年夜饭等等，公
司领导还来到各生产车间和

职工寝室， 慰问关心我们，心
里挺暖的 ， 在这里过年也安
心。

随着春节长假的结束，上
海公交也进入常态化运营模

式，巴士客修公司的各大车间
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

期。 “今年因为绝大多数务工
者留沪，我们迎来了最从容的
开年状态。 ”公司负责人表示，
等到适当的时候，一定会给这
些留沪的务工人员安排一次

错峰探亲假，感谢他们春节期
间的付出和坚守。

九成外来务工人员留沪

最忙维修车间迎来最从容开年

分5个技能等级
光会打游戏还真不行

电子竞技员
职业技能新标准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