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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熟 市 总 工 会 
 

常工发〔2020〕24 号 

———————————————————————————————★—————————————————————————————————— 
 

关于开展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常熟经开区、常熟高新区总工会,各系统工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的总体要求和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意见精

神，围绕我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标，发挥好新时代工会教育职

能，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助推我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免费“培训

送企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总体要求，充分发挥工会

“大学校”作用，依照“贴近需求、普惠职工”原则，以提升职

工岗位技术技能为重点，结合技能培训与“应知应会”教育，积

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开展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继续实施市级“培训

送企业”活动。同时，各板块、系统工会也要积极探索自行开办

“培训送企业”活动，努力在两级平台上，更广泛地打造一支有

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讲奉献敢担当的产业工人队伍。 

二、培训对象 

全市建会单位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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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级培训方式 

1.送教上门。凡申请企业培训人数超过 40 人，硬件设施能

达到开班要求的，经审核同意后，可由市总工会职工学校统一安

排，进行送教上门。 

2.集中培训。对于达不到送教上门要求的，市总工会职工学

校根据企业申报情况，进行汇总筛选，对满足开课条件的课程，

在校内开设公开课。 

四、目标任务 

1.技术技能方面：对企业新录用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对老职

工进行技术技能专项培训，提升技术技能等级，帮助取得相应职

业技能证书。 

2.健康安全方面：围绕和谐企业建设目标，开展安全生产与

劳动法律法规培训，提高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意识和能力。 

3.法律法规方面：结合案例分析，普及法律知识，提高职工

基本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4.工会业务方面：宣传解读工会政策，学习工会工作专业知

识，增强工会干部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提升履职能力和创新服

务能力，加强基层工会队伍建设。 

5.素质拓展方面：积极推进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通过

开展各类主题培训，增强团队凝聚力，提升职工素养。 

6.劳模精神宣讲方面：发挥劳动模范在弘扬社会正气，引领

社会风尚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根据企业需要，组织部分劳模代表

开展劳模精神宣讲，增强企业员工“奋斗、创新、敬业、奉献”

的精神品质。 

五、工作要求 

“培训送企业”活动是工会服务企业、职工，提升职工素质



 
 

3 
 

的一项重要举措，请各板块、系统工会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

社会氛围，让更多的企业关注、参与该项活动。 

1.各板块、系统工会要认真履行工会教育职能，积极向本地

区企业宣传“培训送企业”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组织参

加市总工会“培训送企业”活动。同时，各板块、系统工会也要

探索自行组织开设“培训送企业”课程，举办更多的培训活动，

以满足更广大的企业职工需求。 

2.市总工会职工学校要加强培训工作的计划性，每月 25 日

前向市总工会报送下月培训计划。要与企业、讲师充分沟通，制

定具体的操作流程，做好培训的准备实施工作，确保培训质效。

同时做好在培训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的总结推广工作。 

3.企业工会要结合本单位具体实际，制定培训计划，组织动

员广大职工积极参与，配合工会做好培训组织和宣传工作。 

六、组织实施 

培训严格按照申请——审批——实施的程序进行，即由基层

工会根据实际需求填写培训申请表和参训人员登记表，常熟市总

工会审核，常熟市总工会职工学校具体实施。培训申请表一式二

份，一份由基层工会留存，另一份交至常熟市总工会职工学校(李

闸路 78-4 号)或扫描件发至指定邮箱。联系人：张文雅，电话：

52705699,15366233617，邮箱：280840304@qq.com。 

附件：1. 2020年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课程菜单 

2. 2020年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企业申请表 

3. 2020年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参训人员登记表 

 

常熟市总工会 

2020 年 3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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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课程菜单 

 

类别 课程名称 培训对象 课程时间 备注 

综合

管理

类 

金牌班组长训练 基层管理者 7课时  

MTP中层干部管理才能训练 中层管理者 7课时  

PPT高级应用 办公软件熟练者 7课时  

EXCEL高级应用 办公软件熟练者 7课时  

高效沟通艺术 企事业单位职工 7课时  

职业形象与商务礼仪 企事业单位职工 7课时  

提升“言”值 高效演讲 企事业单位职工 7课时  

职场幸福课 企事业单位职工 7课时  

问题分析与解决 管理者、骨干员工 7课时  

前瞻思维 中高层管理者 7课时  

人际冲突的管理策略 企事业单位职工 7课时  

五维领导力 中高层管理者 7课时  

优质服务与职业化塑造 企业中基层/服务行业 7课时  

生产

运营

类 

一线主管技能提升训练 中基层管理者 7课时  

团队管理技巧运用与绩效管理 中基层管理者 7课时  

QC七大手法及应用 质量、生产、技术、研发 7课时  

QC小组推行实务 企业职工 7课时  

8D解决问题的办法 质量、生产、技术、研发 7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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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管理 降本增效 管理人员 7课时  

ISO9001/14001/45001/10012内审

员培训 
部门主管及相关人员 7课时  

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 质量、生产、技术、研发 7课时  

质量检验与管理 质量、生产、技术、研发 7课时  

SPC统计过程控制 质量、生产、技术、研发 7课时  

VSM价值流程分析法 中高层管理者、精益管理者 7课时  

防错技术案例分享与实操 品质、制造、工艺 7课时  

精益自动化案例解析与设计 制造、设备 7课时  

安全

管理

类 

零事故安全管理 班组长、安全相关工作人员 7课时  

职业危害与防护 企业职工 7课时  

消防安全专业培训和灭火演练 企业职工 1课时 可定制 

机械/电气/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相关行业部门 7课时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企业职工 7课时  

法规

政策

类 

劳动合同法 企业职工 7课时  

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控 中高层管理人员 7课时  

工伤认定及工伤赔偿疑难问题精解 企业职工 7课时  

预防职务犯罪 中高层管理人员 3课时  

关于工资的那些事儿 全体职工 2课时  

职工在劳动关系中应知晓的二三事 全体职工 2课时  

女职工特殊权益保障条例解读 女职工 2课时  

女职工婚姻家庭法律 女职工 2课时  

日常法律知识解读 全体职工 2课时  

交通事故纠纷的法律问题 全体职工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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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

业务

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 工会干部、企业管理人员 2课时  

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工会干部、企业管理人员 2课时  

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 工会干部、企业管理人员 2课时  

坚持“和谐共赢”理念，做好当前

集体协商工作 
工会干部、企业管理人员 2课时  

精神

品质

类 

周丽娟--一名环卫党员的初心 全体职工  20分钟 

可 

多 

选 

苏咏梅--无怨无悔 扎根基层 全体职工 20分钟 

周斌--绿衣二十载 款款邮路情 全体职工 20分钟 

张正明---岗位奉献 岁月无悔 全体职工 20分钟 

职业

技能

类 

精密机械加工 企业职工 

可定制  

(不考证) 

满员 

滚动 

开班 

机电一体化 企业职工 

数控设备装调与维修 企业职工 

维修电工 企业职工 

数控机床 企业职工 

汽车检测与维修 企业职工 

服装设计与制作 企业职工 

叉车 企业职工 

焊工 企业职工 

CAD制作 企业职工 

工业机器人 企业职工 

广告设计 企业职工 

软件制作 企业职工 

化学分析 企业职工 

红木雕刻 企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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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企业申请表 

 
企业所属镇区(系统)：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企业工

会盖章) 

 企业地址  

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课程名称  开课日期  
参训

人数 
 

备注 

 

 

注：各单位向常熟市总工会职工学校提出申请，待审核同意开设后，由职

工学校老师负责与企业对接该培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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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市级免费“培训送企业”活动参训人员登记表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企业工会盖章) 

序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部门 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