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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位于山东省兰陵县卞庄街道坝口村的上海
甲蓓服饰兰陵生产区扶贫车间内，十几名工人正在赶制一
批发往欧洲的订单。制样、裁剪、打包，应接不暇的订单让
负责人王高飞高兴不已。“企业一个月下来能生产三四万
件衣物，现在车间生产的这款裙子一共1068件，将全部发
往瑞士。”王高飞说。

王高飞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所在的山东省兰陵县
是全省 20个脱贫任务较重县之一，有重点扶持乡镇 5个，
扶贫工作重点村 138个，脱贫享受政策户 19042户 32978
人，即时帮扶户70户198人。

今年 39岁的王高飞，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三级肢体残
疾。2015年，在上海服装外贸企业打工的王高飞通过自
身努力，找到了服装加工这条致富的路子，顺利脱贫。“脱
贫不忘桑梓情。”两年后，王高飞萌生了回乡创业，带动乡
亲共同致富的念头。

回乡后，王高飞与当时在上海打工的服装外贸企业甲
蓓服饰有限公司对接，在卞庄街道和坝口村的支持和帮助
下，在坝口村租赁厂房、打造扶贫车间，开辟了上海甲蓓服
饰兰陵生产区，吸引周边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这份工作真是太适合我了，一个月能拿三千多元的工
资，关键是家门口上班，不耽误我在家里照顾孩子。”说起这
份工作，车间机工高星很是满足。如今，上海甲蓓服饰兰陵
生产区已吸纳周边村居剩余劳动力30余人，包括建档立卡
贫困户 6人，让村民们实现“家门口”上班，挣钱顾家两不
误。“我们车间现在有5、6个贫困户，有的不能蹬机器、不能
干重活，我就安排他们剪线头、挂吊牌、打包成衣。她们中的
熟练技工一天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王高飞说。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兰陵县积极对接临沂小商品
城，大力发展扶持以玩具组装、小商品生产等为经营内容
的扶贫车间，新建、改建扶贫车间96个，带动就业2350人，
其中贫困人口211人，人均月工资2000元左右。

为加快推进就业扶贫政策落实生效，全面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今年以来，兰陵县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贫
困人员，按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指导思想，聚焦技能
提升和创业脱贫、狠抓职业培训和创业扶持政策落实，精
准送岗上岗。

“在网上做你个人账号时，可以先用你画的素描吸引
一部分人，扩大帐号知名度。”7月 10日上午，兰陵县华联
职业培训学校的培训教师在兰陵县就业中心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来到庄坞镇瓦屋庄村，对贫困村民朱元生进行一
次一对一的电子商务培训。

“我认为，电商要真弄好了也挺赚钱的，卖货就能赚不
少。关键是我想多学一点技术，技多不压身，趁年轻多学
一些，以后多一个吃饭的本事。”朱元生说，此前，因哥哥患

有脊椎炎，不能外出干活，一家人守着四亩田地过日子，生活很辛苦。由于担心父
母独自在家生活不便，朱元生萌生了在家开展电子商务的想法。

了解到朱元生的需求后，兰陵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邀请电子商务培训教师来
到朱元生家中，就电商创业的知识和理念、品牌塑造的策略与技巧进行指导，圆了
朱元生的电商创业梦。

“今天的培训学校老师是临沂市创业导师比赛获奖者，在创业培训尤其是在
电子商务方面有较深造诣，今天专程过来进行一对一、手把手的单独教学。”兰陵
县劳动就业中心主任王斌介绍说。

今年上半年，兰陵县共组织贫困人员参加技能培训 730人次，培养孵化农村
致富带头人93人。

在兰陵县神山镇东道庄村，村民张建侠踩得缝纫机吱吱作响，拈布、对折、缝
线，飞针走线之间，一只套袖便有了模样。“现在套袖的加工价格是一毛钱一只，平
常我一天能缝一捆，也就是四百个，在我丈夫给我帮忙的情况下，一天就能缝一捆
半。加工费支付得很及时，都是微信支付，送去就给钱。”微信支付、计件付款，手
工缝制套袖让张建侠的生活有了大的起色。

多年前，因家中失火导致财物烧尽，丈夫徐敏振又被查出患肝硬化、肝腹水，
张建侠一家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好在村民纷纷自发为其家庭捐款救助，加上
社会救助、政府扶持，丈夫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那些日子党委、村委给俺家送来了
慈善政策，带了米面、太空被这些生活物品，解了燃眉之急，还落实了救助政策，解
决了五六万块钱的医疗费。”张建侠说道。

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夫妻二人便借钱购买了一台缝纫机，做起了加工套袖
的工作。如今，张建侠每天可在家加工套袖四五百个，年收入可达一万多元。自
强不息的信念加上勤劳的双手，让这个贫困家庭的收入跑赢了国家脱贫线，实现
了稳定脱贫。

脱贫攻坚工作中，兰陵县关注“老弱病残”等特殊贫困群众，创新社会帮扶机
制，凝聚脱贫攻坚合力，筹措慈善扶贫资金4631万元，分级救助特困群众1033人，
累计为贫困群众发放衣物、家具等生活物品60.07万件，为20260名贫困群众办理
慢性病证，精准落实慈善救助、健康扶贫等政策。固脱贫、帮即贫、攻深贫、保特
贫、提临贫，让兰陵县实现了贫困群众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摘帽。（冯磊 孔维克）

本报讯（实习记者 闫 利）8月 18
日下午，2020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轻
工行业国家级裁判员培训班在呼和浩
特举办，340多名轻工行业专家、学者参
加了此次培训考核。培训班上，机械工
业教育发展中心技工教育和培训处处
长刘加勇就中国技能大赛体系、裁判选
拔标准及工作规范、世界技能大赛、大
赛体会与感悟四个方面与参加培训的
学员进行交流分享。培训考试合格后，
学员将获得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裁
判员证，可以执裁国家级二类竞赛及轻
工行业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我国轻工类职业技能大赛已有 20
年历史，涉及 12个轻工行业、28个职业

（工种）。大赛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作为竞赛工
作的现场执法者，其专业素质、综合能
力和职业道德直接关系到竞赛能否公
正公平、有序顺利地进行。

而在轻工行业举办过的各级各类
职业竞赛中，各主办单位对裁判员的重
视也不言而喻。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
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帅表示，在历届全
国焙烤职业技能竞赛中，规范裁判资
格，加强执裁管理必不可少。为保证竞
赛权威公正，要求裁判员必须具备国家
级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资格，持证上岗
并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每个项目裁

判组由 1名裁判长和 6名裁判员组成，
每个项目设 1名监审员，加强竞赛的执
裁监督管理。赛后组织裁判员进行技
术点评，提升竞赛的权威性，提高选手
参赛经验和技能水平。除此之外，在举
办全国机械手表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等各类竞赛前，
主办单位也都对裁判员进行了培训，以
提升裁判的执裁水平。

中粮金焙工匠复兴烘焙职业学校
总经理宋金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裁
判员的核心工作是赛项成绩管理和安
全管理，每位裁判员的工作内容也不尽
相同，加密裁判要组织参赛选手抽签并
对其信息进行加密、解密，现场裁判要
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维护赛场纪律，
评分裁判要按赛项评分标准对参赛选
手技能展示、操作规范和竞赛作品等进
行评定。参加裁判员培训，做好赛前准
备，必不可少。全国机械
手表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
五十强选手、天津现代职
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精密机械技术专业教研室
主任赵跃武谈道，“参加裁
判员培训，取得相关裁判
证件，可以进一步规范裁
判员认识比赛的类型及其
所属机构，规范行业标准，

为以后备赛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他表
示，裁判维护着比赛中的公平公正，裁
判培训进一步使裁判员规范行为，提升
执裁能力，同时，在学校学生的培训工
作中还可以培养学生公平竞争意识。

此外，陈家勇认为，成长为一名合
格的大赛工作者，需要四个条件。一是
要有梦想和情怀，二是要有平台和伙
伴，三是要有行动和勤劳，四是要开放
和学习。做好大赛的技术专家、技术支
持和法官，做好参赛选手的服务员和安
全员。

据了解，竞赛裁判工作由裁判委员
会负责，裁判委员会裁判员为本行业专
家并经过培训、考核，取得“轻工职业技
能竞赛裁判员”资格证书的行业专家组
成，资格证书有效期 2年。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手工艺产业部具体负责裁判员
培训、考核、发证、注册等工作。

掌握工作流程与规范 提升执裁水平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轻工行业国家级裁判员培训班举办

宠物行业首个国家级二类竞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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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芯片自给率2025年达70%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而

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

专家分析认为，国产芯片的发展在呈加速态势。在政策大力推动下，芯片产业有

很大的国产替代空间，整个国内芯片行业市场化发展程度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8
月 19日，商务部召开关于解读全面深化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专题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介绍，数字贸
易、版权交易、在线教育等新兴服务出口
成为新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离岸外
包和保税研发、保税检测等渠道更紧密更
高效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吸引境内外
资源要素更充分投入新业态、新模式。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逐
步发展，在诸多领域已取得良好的成绩。
例如，2019年浙江省数字服务贸易增长
了 69.01%，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43.62%。
这主要得益于计算机软件许可、计算机服

务进出口的迅猛增长。在近期将要举办
的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智能错题打印机、在线教育平台、学情大
数据可视化平台等教育科技最新应用也
将亮相专题展。

冼国义表示，顺应新形势下数字经济
的发展趋势，国家层面将在试点平台上大
力推进数字服务、版权服务、医药研发、检
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特别是在数字贸易领域，重点探索数据流
动与监管的创新和开放，部署了一些政策
措施，如探索跨境数据流动分类监管模
式、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开
展数字营商环境问题研究、组建国家数字
贸易专家工作组等。 （陶凤 吕银玲）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19
日 发 布 公 告 称 ，根 据 科 技 创 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
2020年度申报项目评审工作安排，8
月 20 日至 22 日召开“类脑智能”和

“智能芯片”等 2 个评审组项目答辩
评审会。

科技部先前发布对此相关项目
申报指南的通知明确，今年将以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和与经济社
会深度融合为主线，按照并跑、领跑
两步走战略，围绕大数据智能、跨媒
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
主智能系统等五大方向持续攻关，从
基础理论、支撑体系、关键技术、创新

应用四个层面构筑知识群、技术群和
产品群的生态环境，抢占人工智能技
术制高点，妥善应对可能带来的新问
题和新挑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使人工智能成为智能经济社会发
展的强大引擎。

（经 参）

数字贸易等新兴服务出口成新增长点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淘文）8月 19
日，宠物驯导师（上海站）开赛，该项赛
事属于宠物行业首个国家级二类竞
赛。竞赛职业为宠物训导师，比赛分为
预选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获得决赛
前三名且为职工身份的选手，将报请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获得决赛第 4—15
名的选手，将报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核
准后，授予“全国轻工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此项技术称号属于“宠业人”的
国家级荣誉称号。

记者从中国礼仪休闲工业协会了解
到，根据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作

计划的通知》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关
于落实<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作计
划（2020-2022年）>的通知》要求，将启
动宠物美容师、宠物驯导师和宠物健康
护理员三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修订
工作。协会将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指
导下，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
术规程》的技术要求，组织宠物行业企
业和行业专家共同完成上述职业技能
标准修订和开发工作。

“2020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礼仪休闲行业（宠物健康护理员、宠
物驯导师）职业技能竞赛”作为宠物行业
首个国家级二类竞赛，也将关注职业技能
标准的制修订进程，为标准制修订工作提

供实践经验与参考建议，共同打造宠物行
业培育和选拔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平台，促
进宠物行业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目前，宠物健康护理员和宠物驯导
师职业技能竞赛预选赛已于8月中下旬
起陆续在上海、北京等地拉开帷幕，预选
赛的优势选手将获得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角逐“全国技术能手”荣誉和“全国轻工技
术能手”荣誉。

记者了解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升，宠物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关爱，与
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宠物消费市
场。但是，目前由于缺乏统一、完善的
职业技能考核机制，宠物服务行业也
存在着服务标准不统一、操作流程无

标可依、项目收费不规范等问题。
唐巢犬舍主理人唐海月在接受消费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专业化服
务已经成为整个宠物服务行业的发展趋
势。虽然很多消费者在为宠物选择服务
时，对于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资质并没
有太多要求，但是现在很多宠物店都已
经自发的把从业者的职业技能资质向消
费者进行公示。此次，宠物行业职业技
能的修订，将有助于宠物服务消费市场
和行业的规范，让消费者在为宠物选择
服务时更加有据可依，真正地为服务品
质去买单。”

此外，针对宠物美容师、宠物驯导师
和宠物健康护理员的三项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将启动修订，宠物健康护理员和宠物
驯导师职业技能竞赛全国范围的开展，
必将对于宠物服务行业人才水平提升起
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 8 月 13 日，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中国乐器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和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
全国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举办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
国钢琴调律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通知》表示，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要求，推动乐器行业高质量发展，引导
和激励全国广大钢琴调律从业人员钻

研业务，学习知识，创新技术，进一步
提高技能水平，促进行业技能人才队
伍发展，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
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乐器协
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和中
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将共
同主办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钢琴调律职业技能竞赛
活动。

《通知》显示，本届竞赛为二类职业
技能竞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
阶段，9月 15日前完成初赛，竞赛工种

为钢琴调律师。
《通知》对参赛人员和竞赛内容进

行了说明，参赛人员为钢琴生产企业、
艺术院校、音乐演出团体、琴行等从事
钢琴调律工作的从业人员（不含在校
生），且年龄在 18 岁以上均可参加；已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的人员，不能以选手的身份
参加竞赛。竞赛内容按照国家职业标
准《钢琴调律师》高级工（三级）及以上
资格等级的有关内容命题，分理论考
试和实际操作考核两个部分。理论考

试成绩占 20%,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占
80%。

据了解，此次竞赛初赛由有关省市
乐器协会、钢琴调律师协（学）会、相关
音乐院校与相关产业工会积极配合，
广泛发动各钢琴生产企业、艺术院校、
音乐演出团体和琴行等从事钢琴调律
工作的从业人员积极参加竞赛活动。
各初赛点遵照竞赛要求，做好初赛的
组织与实施。通过开展岗位培训、技
术练兵、技能竞赛、职业技能鉴定等，
引导和带动行业广大职工钻研技术业
务，立志岗位成才，推动乐器行业建立
和完善促进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的长效
机制。

第三届全国钢琴调律职业技能竞赛将于9月完成初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