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源 文件
鄂人社发〔2020〕6号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线上培训等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问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持续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鼓

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发改办〔2020〕100号）

和人社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职业

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0号）要求’现就做

好职业技能提升线上培训等工作通知如下:

-｀大力推行职业技能线上培训

（一）对象和范围°湖北省内全体劳动者可登陆具备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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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含APP）自主选择免费培γ｜｜资源进行学

习。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贫困家庭子女、农

民工、离校2年未就业大学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

体’除自主选择线上培γ｜｜平台免费培训资源学习外’还可由企业

或培训机构统一组织参加补贴性线上技能培训。

（二）线上培训平台·劳动者可登陆人社部、省人社厅推荐

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选择免费培训课程资源进行自学。省

人社厅将陆续推荐公布一批具备较好线上培训条件的平台’首批

推荐平台目录见附件1°鼓励符合条件的各类职业培训主体（包

括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企业培训中｜心、就业训练中心、职业培

训机构等’下同）’根据职业（工种）的培训标准和学时要求’通

过自有培训平台或推荐的第三方平台等途径,开展补贴性线上培

训项目,为劳动者提供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二｀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支持力度

（一）劳动者自主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学时计入培γ｜｜项

目总学时’经在线平台测试考核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明’作为参

加职业技能鉴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以及有关职

业技能培训项目理论学习、考核合格的依据’不再另外进行理论

测试°

（二）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停工期间可自主组织职工（含

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以项目制培训等形式,开展线上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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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或委托线上培训平台开展培训’补贴标准可按实际培训费用的

95％给予企业补贴’原则上每人每个培训项目补贴不超过1000

元’每个项目累计不少于42个学时（每个学时45分钟）’企业职

工每人可享受不超过3次补贴（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

受）。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在停工期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

训’须经线上平台测试考核合格;线上暂不能进行考核测试的’

疫情结束后可将线下测试结果作为领取补贴的依据。

（三）参与、服务疫情防控正常生产的企业,对新招用、转

岗职工采取以工代训方式开展培训的’可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

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最长不超过30天·

（四）鼓励企业开展网上招聘’对拟录用员工开展线上岗前

培训,优先录用培训合格人员’将其培训纳入补贴范围°

（五）适度提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贫困家庭子女、农民

工、离校2年未就业大学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凡参加各类培训（含在线培训）取得相

应证书的,可在原有标准上提高20％·

（六）疫情期间职业培训主体开展的各类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经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备案后’可先行拨付不超过

50％的培训补贴资金°

（七）对参加培训且考核合格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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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学员’由参加培训人员户籍所在地人社部门’给予一定生活费

补贴（不含交通费补贴）’补贴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制定’所需资

金可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上述培训补贴除明确资金来源渠道的外丁均从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本通知下发前疫情期问’符合条件

的培训机构和企业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料完整、过程可查’

可以按规定申报培训补贴.疫情期问的培训补贴政策执行到2020

年底°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操作办法°

三｀加强培训质量考核监管

（一）职业培训主体开展线上培训的服务平台’应具备合法

资质’技术成熟’安全稳定。线上培训资源内容应符合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和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规范等要求’同时将职业道德、

通用职业素质、就业指导、法律意识、质量意识、工匠精神和相

关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环保、健康卫生、疫情防控以及新技术、

新知识、新工艺等内容纳入线上培训课程’丰富在线培训资源·

（二）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新型学徒制培γ｜｜、新技师培

训、就业技能培训等培训项目’可将全部理论课由线下集中授课

转为线上学习,课时要求不变,线上学习学时一般不超过总课时

的30％°加强培训线上线下融合,疫情结束后一年内’劳动者可

依据线上培训学时、学分等培训成果’参加线下职业技能实训。

（三）线上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须向当地人社部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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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培训方案,经同意后开展线上培训’培训方案应明确线上平台、

培训课程、师资、学时、考核方式等内容°因疫情影响的’可在

疫情结束后’及时补办有关报备手续。

（四）开展线上培训的培训主体要运用技术手段对培γ｜｜时长

和培训过程进行考核记录’做到学员线上培训有签到注册、有学

习记录、有答疑测试’学习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并将各类培γ｜｜

信息数据汇总形成完整的劳动者学习档案°各地人社部门要采取

灵活有效的方式’加强培训过程监管’确保培训完整真实’坚决

杜绝虚假培训、降低要求培训、骗取补贴资金等情况°

四｀切实做好线上培训各项服务工作

（一）各地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体’宣传线上职业技能培

训有关政策’推送线上培训平台网址链接’提高政策知晓度。

（二）各地要加强线上培训资源开发、整合和利用’积极推

广国家和省里推荐的优质线上培训服务平台’也可在本地透选一

批优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推广使用·要集中公布一批可提供线上

培训的培训机构和培训工种目录’以及相应补贴标准’切实方便

劳动者查询°要进一步改进培训服务’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受

理开班申请、结业审核、补贴申领等事项’简化流程’提高效率。

（三）各地人社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线上职业技能培γ｜｜工作

的指导,建立培训台账’确保培训工作有序开展’圆满完成今年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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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目录（一）

2.湖北省线上补贴性培训申报及审核流程

湖北省人 厅）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能力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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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目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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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1

阿里巴巴（中

国）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淘宝大学

https:／／daxue.taobao.com

阿里巴巴认证

https:／／alicert.taobao.com

涉及人工智能、电商及

相关服务领域;主要有

电商推广、电商运营、

电商客服、美工、人工

智能训练师等多个职业

（工种／岗位）技能。

王萍

18611916165

郭庆椿

13067855538

2

钉钉（中国）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钉钉职业技能培γ｜｜在线

平台

钉钉APP

涉及创新创业、新能源

汽车、交通、安全、计

算机操作、轻工工艺等

领域;主要涵盖创业就

业指导、新能源汽车技

术、铁路交通运营管理、

安全生产、纺织品设计、

办公软件等10个以上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李晓燕

17681806118

3
腾讯科技（深

』｜｜）有限公司

腾讯课堂

http:／／Ke.qq.com

涉及软件开发、网络安

全、网络运营、网页设

计、汽车维修等领域;

主要包括前端工程师、

渗透测试工程师、短视

频运营、电商设计师、

汽车维修工等40个以

上职业（工种／岗位）技

能.

张泉

18682126499

4

华为（杭州）

培γ｜｜中心有

限公司

华为人才在线平台

https:／／e.huawei·com／cn／t

a1ent／

涉及电子测试、计算机

操作领域;主要涵盖

ICT工程师、云计算技

术、大数据技术、物联

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鲤鹏芯片技术、数据库

技术等30个以上职业

（工种／岗位）技能.

朱殿荣

18688820239

薛峰

1391019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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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5
京东教育文

化有限公司

精英学习平台

http:／（jjdleam.com.cn／

涉及物流、电商、人工

智能、网络安全领域;

主要包含物流仓储、供

应链专业、电商运营｀

电商视觉设计、人工智

能、网络安全等10个以

上职业（工种／岗位）技

能.

郭雪瑶

15011296825

6

北京五八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五八大学

http;／／daxue.58.com

涉及汽车、生活服务、

房地产、信息化服务领

域;主要有二手车鉴定

评估师、母婴护理、保

育员、家政服务员、房

产经纪人、58同镇站长

互联网能力提升等1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贾利军

18601281617

7

苏宁帮客科

技服务有限

公司

苏宁帮客蓝狮

苏师傅APP
回翻b■

■＝≡

宵

学院

谨回
段
L

涉及电器安装与维修、

家政服务领域;主要有:

空调安装与维修、热水

器安装与维修、采暖安

装与维修、家电清洗服

务、空气治理、保洁服

务等10个以上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

许致英

18651663800

8

北京字节跳

动科技有限

公司

字节跳动在线技能培训

平台

https:／／m·toutiao·com／is／

GewtUC／

涉及网站运营、品牌营

销、电商领域;主要包

括内容运营（图文及视

频）、品牌营销、信息

流营销、电商运营等多

个职业（工种／岗位）技

能.

郭捕

13811774188

9

济南阳光大

姐服务有限

贵任公司

阳光大姐家政培训平台

http:／／wwwjzfWpxpt.com

涉及家政服务领域;主

要涵盖家政服务员、母

婴护理师、养老护理员、

育婴员等10个以上职

业（工种／岗位）技能·

李凯
15588816013

陈平
15588816007

孙晓）｜｜

1531531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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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述简源资＾
□平 联系人

10

北京易盟天

地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

司

“家政家园,’微信公众号

家政家园APP

涉及家政服务、餐饮服

务领域;主要有家政服

务员、母婴护理师、养

老护理员、育婴员、中

式面点、西餐烘焙、家

庭营养餐等10个以上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孙伟妮

18911322015

11

北京三快在

线科技有限

公司

美团大学

ht印s目川axuē m蓟h】∩ncom

涉及互联网运营、配送

业务、生活服务领域;

主要涵盖互联网美业运

营、互联网酒店营销、

网络配送、配送运营、

餐饮运营等10个以上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孙宠

18611780317

12

北京智联三

坷人才服务

有限公司

智联招聘

https:／／td.zhaopin°com

“智享盒子”微信小程序

智联招聘APP“职Q课
程专区”

涉及职业指导、劳动关

系协调、疫情防控领域;

主要有:应届毕业生招

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灵活用工模型设计、

企业疫情防控等数个职

业（工种／岗位）技能.

姜莉

15210197388

孙诚

13910939611

13

北京猿圈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猿圈学堂

https:／／col1ege。oxcoder。c

oIn.cn

涉及软件开发、人工智

能领域;主要包括机器

学习工程师、算法工程

师、区块链工程师、数

据挖掘工程师、微信小

程序开发工程师等1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赵云海

010ˉ57407961

1860046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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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14

大连东软教

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东软线上∏技能培训平台
△
口平子践实程课

http:／／Cps.neucoding.com

慕课子平台

http:〃Wwwneumooc。com

软件项目开发实训子平台

ht卯帅el】‖月bneumooc.cml

涉及软件开发领域;
b

王

要有JAVA语言程序设

计、MySQL技术 V

HTML网页制作技术、

Javascript程序设计、
JavaWeb开发等10个

以上职业（工种／岗位）

◎

△
巳
乙

▲
回
间技

刘佳

0411ˉ84832465

13478606055

15

安徽双创教

育科技有限

公司

双创教育科技

涉及汽车维修、汽配销

售领域;主要包括汽车

零件知识、汽车基础知

识、汽车保养检查｀车

辆大修拆解、车辆故障

诊断、专用工具设备知

识等多个职业（工种／

岗位）技能.

戴国宝

18130700089

李峰

18221427868

16

北京中鸿网

略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学训测云平台

http:／／www.chinact.com.

cn

涉及新媒体运营、电子

商务、计算机操作、机

械加工、农业机械、旅

游等领域;主要包括新

媒体编辑、电子商务师、

网络管理员、电子技术、

车工、铸造工、家畜繁

殖员、农机修理工、园

艺技术、乡村旅游等2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夏敏

13521443431

17

大能手教育

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大能手职业技能网络培

训平台（技能大师在线
）△

口平驯
叫培

htm:／／Www.danengshou.c
om

涉及机械、家政服务类、

电商运营｀汽车维修类、

工业机器人等领域;主

要涵盖钢筋工、保育员｀

电商运营管理、汽车维

修工、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数控车工等4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张寨

1370102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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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18

河北省企业

创新职业资

格培训中心

河北省职业培训公共服
△
口平务

https:／／cms.wling.cn／d／U／
hebzypx

涉及劳动关系协调、安

全生产、家政服务等领

域;主要包括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

协调员、安全评价师、

育婴员等多个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

王飞

13383012620

19

湖北麦丁人

力资源有限

公司

湖北省育婴人才与信息

服务公共平台

https:／／Www.91maiding.c
om

涉及家政服务领域;主

要有育婴员、母婴护理

师等数个职业（工种／

岗位）技能°

冯锐

13476118131

20

厦门智见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厦门智见:产业学院在

线课堂

https:／／appwsbybi5p8789

.pc·xiaoeˉtech.com

涉及网络营销、计算机

操作、创业、疫情防控

等领域;主要涵盖线上

营销、商品营销、Exce］

办公软件、创业培训等

10个以上职业（工种／

岗位）技能。

赵宇

13905924203

21

山东格莱森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潍坊职业培训网络平台

https8／／Www.呐tip.com

涉及家政服务、餐饮服

务、生活服务、汽车维

修、机械、物业安全、

疫情防控等领域;主要

包括育婴员、中式面点

师、美容师、农作物植

保员、汽车维修工、钳

工、铸造工、保安员、

眼镜验光员等20个以

上职业（工种／岗位）技

能 ◎

李岩

1379312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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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东星科智

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行知学徒网

https:／／Www·ixueto.com

涉及机械、汽车维修、

计算机操作、电子商务、

保健按摩、餐饮等领域;

主要涵盖电工、机床装

调维修工、汽车维修工、

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

人员、电子商务师、保

健按摩师、中式烹调师、

建筑机械操作及维修等

30个以上职业（工种／

岗位）技能.

安佰平

18653156728

4008480088

23
双鸭山技师

学院

双鸭山‘‘互 ＋”联网 尚农

农民教育培训平台

http:／／sn.shan即ong66ya.

com／addons／hn-jiaoyu／

dmin

a

涉及电子商务、机械、

计算机操作、交通、餐

饮服务领域;主要有电

商营销、维修电工、电

焊工、计算机操作员、

植保无人机、农机维修

工、中式烹调师、营养

配餐员等10个以上职

业（工种／岗位）技能。

梁天娇

18746913863

24

宁夏知学云

科技有限公

司

知学云在线学习平台

http:／／dUjiao·Zhixueyun。c
oIn

涉及计算机操作、营销、

交通运输、林业、安全、

机械等领域;主要包括

办公软件、产品销售、

公路管理、林木种植技

术、安全与应急管理、

海洋油气操作工、钳工、

维修电工等多个职业

（工种／岗位）技能·

一
蛙
甲

芋
吧

010ˉ84186882

转8018

18612536078

25

北京奥鹏远

程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

OPEN2U智慧教育云平
▲
口

http:／／os.open·com.cn

慕课网

https;／／Www.imooc.com

涉及软件开发、计算机

技术领域、应聘指导等;

主要有JavaSc∏pt程序
设计、前端工程师、Java

工程师、Android开发

工程师、web前后端数

据交互技术、面试就业

能力提升等20个以上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

γ

雷
Ⅷ
微

』

田
Ⅷ
李

〕］

13911417520

赵冰丽

1861199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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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山东瘦课网

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Sooc网创业能力提升云

平台

http:／／yunying·soocedu.c

om

涉及信息化应用技能、

创业、职业指导领域;

主要涵盖VR专业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数

据智能分析、创业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素

质等10个以上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

刘秀英

17753532826

27

北京尚德在

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尚直播”在线直播教
△
口平学

https:／／backstage·sun1and

s·com／1ogin

涉及消防工程、建造工

程领域°

袁涛

18612932843

28

百高国际教

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建筑信息化管理技能培
△
口平务【月

γ
http:／／wwwjzr8.com

涉及建筑领域;主要包

括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建筑学、城市规

划、风景园林、给排水、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造价等10个以上职业

（工种／岗位）技能。

张中华

13811657713

孙洋

15801563008

29

易联众（厦门）
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

英才邦

http:／／Www.yingcaibang.

cn

涉及健康服务、劳动关

系、人力资源、计算机

操作及网络等领域;主

要有健康管理师、劳动

关系协调员、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师、计算机操

作员、计算机网络管理

员、制图员等近20个职

业（工种／岗位）技能°

林宇斌

18950069755

30

中教畅享（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电子商务职通车

http:／／Www·itmc,org.cn

涉及电子商务领域;主

要有商品信息采集与处

理、网络客户服务、网

店装修、电子商务平台

操作、搜索引擎推广、

推荐引擎推广、社交媒

体推广、网店运营、商

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电

商企业战略制定等数个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李晓洁

1891181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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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安在线（北

京）科技有限

公司

中安在线应急安全和职
△
口平训培能技业

http:／／tg.100anquan.com

涉及职业指导、交通｀

安全生产等领域;主要

有高中专毕业生职业指

导、高危岗位劳动者安

全培训、职业卫生接触

岗位安全、安监执法人

员岗位技能、安全员｀

巡查员等10个以上职

业（工种／岗位）技能。

胡娜

13661308753

32

北京华普亿

方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华普亿方互联网＋创就

业培训平台

http:／／Www.newchuangye

·coIn

涉及创业领域;主要有

“互联网＋”创业培训、

网络创业培训、就业通

识技能培训等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

张立群

18600200087

刘斌

15810032972

黄晓

18910520900

33

北京环宇惠

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学友移动培训平台

爱学友APP

涉及人力资源、安全生

产｀劳动关系协调、物

联网、家政服务等领域;

主要包括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安全员、劳动

关系协调员、物联网安

装调试员、实训指导师、

育婴员、家政服务员、

养老服务员等多个职业

（工种／岗位）技能。

柴楚乔

13801211945

柴勇

13910503786

34

平安国际智

慧城市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知鸟智能培γ｜｜一体化平
△
口

http:／／Www·灭hiˉ∏iHo·com

涉及安全生产、就业创

业等领域;主要涵盖安

全管理员、驾驶员安全、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危

化品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建筑从业农民工安

全生产等数个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

王泽木

1370124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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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冶金工业教

育资源开发

中心

中国钢铁培‖｜｜网

http:／／Www.gtpxw.com

涉及冶金行业类;主要

包括炼铁工、炼钢工、

轧钢操作工、化学分析

工、转炉炼钢工｀高炉

原料工、巡检工等1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能技）位

蔡林棚

15801381422

010ˉ66001435

36

安徽新华教

育集团有限

公司

新华云课堂

http:／／yun。xhce.cn／

小程序二维

码

APP下载二

维码

涉及电子商务、网络安

全、软件设计开发、电

子竞技、人工智能等领

域;主要有电子商务、

信息安全、UI设计、

VR设计、室内设计、

人工智能、电子竞技、

网络工程等10个以上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徐老师

13395697955

0551ˉ63500757

37

宇威科技发

展（青岛）有

限公司

会考吧智能在线培训平
△
口

http:／／Xueyuan.huikao8.c

n／

涉及计算机操作｀电子

商务、生活服务、餐饮

服务、家政服务等领域;

主要涵盖计算机操作

员、保健按摩师、电工、

电子商务师、咖啡师、

美容美发服务人员、育

婴师、中式面点师等1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赵子明

18678951678

38

厦门凤凰创

壹软件有限

公司

△
口平一

古育教尔唯

ββ

］

http:／／Www°100VRcom

涉及电子、餐饮服务、

农业技术、汽车维修、

新能源汽车、化工等领

域;主要包括电子技术

与应用、计算机技术、

中餐烹任、农业技术、

汽修专业、新能源汽车

技术、化工技术等2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黄志兴

1805007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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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京课通天

下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keo2o·com

涉及机械加工、汽车维

修、家政服务、创业、

营销类、信息化应用技

能类等领域;主要有维

修电工、数控车工、数

控铣工、磨工、育婴员、

汽车修理工、大客户销

售、创业技能、房产销

售、办公软件、区块链

等20个以上职业（工种

／岗位）技能°

温彬

17384489009

400ˉ825ˉ1099

40

北京华夏安

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链工宝在线教育培训平
△
口

http:／／Pc」gb360.com

涉及电焊、安全、化工、

特种作业等领域;主要

包括电工、焊接与热切

割作业、高处作业、危

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烟

花爆竹安全作业等10

个以上职业（工种／岗

位）技能。

方翔

13675548275

19955499118

41

北京络捷斯

特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

司

长风网

http:／／ykt·ch1et·org.cn

涉及物流、仓储、运输

等领域;主要包含仓储

操作、快运操作、仓储

营销、运输客服、运输

质控、货运代理、供应

链管理等10个以上职

业（工种／岗位）技能.

曲妮

17310490350

010ˉ65568598

ˉ8027

42

贵州劳动力

就业技能培

训学校

山海云汇职业教育平台

https:／／peixun。shanhaiyh.

coIn

涉及农业、林业、生活

服务、餐饮服务、创业

领域;主要包括农作物

植保、护林员、育婴员、

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

师、中式面点师、农村

实用技术、家政服务员、

网络创业培训等10个

以上职业（工种／岗位）

技能°

赵环红

1398416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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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小桔科

技有限公司

滴滴课堂

https:／／Z.didi.cn／6um7IE

主要涉及出租车行业领
域;主要有: 网约车驾
驶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
责任、基本服务技巧与
禁忌、驾驶安全、行为
安全、心理及生理健康、
汽车安全检视等10个
以上职业（工种／岗位）
技能°

冯暮

18611922630

盛增祥

18616388795

44

深』｜｜市凯为

咨询有限公

司

■
●

删
咖／／Wwwd1iwen·cn／

包含职业指导、职场英
语等领域;主要有:求
职技巧｀求职短视频制
作及发布、求职英语等
数个职业（工种／岗位）
技能·

邱康惠

13011178981

45

江苏一道云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一道云在线课程平台

http:／／www.douxuedu。co
m

包含云计算类、大数据
领域;主要有: Linux
Shel1编程项目等18个
云计算专业及《大数据
平台搭建与配置管理》
等8个大数据专业的岗
位技能°

刘学鹏

18696780999

46

深』｜｜市企鹅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主码

主要涉及智能机械、生
活服务、信息化应用技

能、工业机器人、珠宝
力p工等领域;主要有:
茶艺师、美容美发、烹
任面点、咖啡制作服务、
电工通用能力训练、工
业物联网技术、人工智

能视觉编程、移动营销、
智能化控制技术、智能
制造设备故障诊断及维
护、工业机器人编程与
操作、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开发、工业机器人
与自动化控制、计算机
组装与维护、宝玉石鉴
定、机械制图、速记、
心理健康、玉雕基础、

职业素养等50个左右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杨立春

186030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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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化学品

安全协会

CCSA化工（危险化学

品）安全教育培训在线

http:／／Www.chemica1safet

y。org·cn

包含化工、机械加工、

安全生产领域;主要有:

光气及光气化工艺、电

工、钳工、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知识培训等20个以

上的职业（工种／岗位）

技能.

房志东

18810516007

48

上海职培通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职培通

http:／／Www·zpton。com

主要有机电、消防设施、

餐饮、生活服务、食品

安全等领域;主要有:

电工、制冷工、焊工、

消防设施操作员、智能

楼宇管理员、烹调面点、

保安员、家政服务员、

养老护理员、办公应用

软件、母婴护理、物业

设施设备运行与维护、

物业设施设备操作、物

业水电维修、叉车、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食品

安全加工操作人员、仓

库保管工、电子电工、

产品包装工等100多个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严老师

4001002925

陶老师

1363660746

49

徐州集尔特

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cUjztP·com

包含生活服务、餐饮等

领域;主要有:茶艺师、

评茶师、美容师、美发

师、育婴师、保育员、

中式面点师、中式烹调

师等多个职业（工种／

岗位）技能.

何景峰

1315198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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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弘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弘成职业培‖｜｜平台

http:／／zhiye.chinaedu.net

包含就业创业、人力资

源、软件开发、计算机

应用等领域;主要有:

创业培训、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Web前端开

发、视频后期制作、视

频剪辑等30多个职业

（工种／岗位）技能。

原老师

18910177079

51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中

国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出

版集团

中国职业培训在线

http:／／Px.class.com.cn

主要涉及通用职业素

质、生产制造、交通运

输、家庭服务、餐饮服

务、生活服务、管理｀

创业等领域;主要有工

匠精神、养老护理员、

家政服务员、育婴师、

电工、焊工、车工、数

控车工、汽车修理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中式

烹调师、抹灰工、美发

师、茶艺师、保安员、

钳工等50个以上职业

培训课程及相关教学资

源.

兰洁

010ˉ64962031

13488809182

52

中国就业培

训技术指导

中心

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

线

http:／′jc.mohrss.gov。cn

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http:／／Xzy.mohrss。gov.cn

汇集在线职业指导、新

业态就业、各类技能培

训以及创业培训音频视

频,为劳动者提供持续

化的线上指导和服务.

集中展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发布的各新职

业在线学习课程和线下

培训信息,为社会公众

提供学习平台’积极发

挥新职业稳就业、促发

展的重要作用.

姜郁

010＝84661161

1391077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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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53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中

国高级公务

员培训中心

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γ｜｜网

http:／／www·chinanet·gov.
cn

主要包含疫情防控、建

筑、软件开发、电子设

备制造维修、创业指导、

安全生产等领域;主要

有:抗疫答疑、施工图

设计、Java开发、电力

电缆与光缆生产设备维

护与保养、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安全生产管理

与工伤事故预防等多个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史军燕

010ˉ64829607

13910066209

54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教育培γ｜｜中
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培训网

http:／／edu.mohrss·gov.cn

主要包括新媒体运营、

移动机器人、社会心理、

生活服务、计算机应用、

物流、建筑、信息安全

等领域;主要有:新媒

体运营、移动机器人技

术、社会心理服务、新

餐饮门店管理、先进计

算应用技术｀智慧物流、

装配式建筑制造管理、

电竞赛事运营、信息安

全技术、绿色建筑设计、

二手车车况检测等数个

职业（工种／岗位）技能.

任大为

010ˉ64842152

17600306916

55

湖北省职业

技能大赛组

织委员会

湖北工匠职业技能提升

平台

wwwbhbski11s·org·cn

主要涵盖世赛项目技

术、工匠精神、职业技

能提升、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创新创业等培

训领域°主要有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物流师、

养老护理员、育婴师、

BIM模型创建、心理健

康指导、移动机器人、

云计算等多个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提升课程

及相关教学资源°

陈思来

1333998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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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56

湖北海洋艺

术设计培训

学校

wwwbedu·seahybcom

主要涵盖服装设计师、

服装制版师、服装缝纫

工、创业意识培训、SⅦ

创业培训等教学资源°

彭东来

13507138342

57

亚龙智能装

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亚龙智能好奇星在线教

育平台

wwwhaoqixing.com

机电技术应用／工业机

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

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

电子技术应用／机电一

体化技术例／电梯运行

与维护／电子技术应用／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

维修／机电技术应用／汽

车运用与维修／机电一

体化技术／

曾亚辉

18105777158

58
宜化职业培

训中心

宜昌市高技能人才公共

实训基地（公众号）

回删回■
■

■
■

■
■

■

‖

百蹦

（公众号二维码）

网h｝:

http:／／edu.hbyihua.cn

雪
■
∏
■
■
宇
■
■撼比甲

涉及化工、机械、矿山、

白酒、危化品运输、安

全、特种作业领域;主

要有:化学检验、化工

总控、合成氨生产、水

污染处理、电工、焊工、

钳工｀防疫、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工伤预防、

自救与救护、工匠精神

等40个以上的职业（工

种／岗位）技能·

曹剑平

15971662211

张玉柱

15871569618

59
武汉点开科

技有限公司

一点开＿产业工人学习

平台

wwwby1di图门她inet

赣目
■
●｜

■■

平台涉及安全生产、道

路运输、旅游景区、供

应链等领域’覆盖电工、

焊工、钳工、铣工、叉

车、保育员、保安、汽

车维修、电子商务师、

导游员、物业管理员、

家政服务员、宾馆服务

员、失能人员护理｀印

刷工、汽车驾驶员、锻

造工、网络管理员、物

流员等工种

张天宇:

18007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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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及网址 平台资源简述 联系人

60

深』｜｜国泰安

教育技术有

限公司

名称:国匠在线

网h｝:

http:／／Wwwbgjzxedu.c
om／

国匠在线平台是面向产

业工人及各类考证社会

群体提供的互联网在线

自主学习平台。主要有

建筑、保安消费、眼镜

制造、机械数控、电气

电路、市场营销、工商

管理、家政服务及养老

护理、新型职业农民等

多个职业（工种／岗位）

技能.

刘正威

13570829799



附件2

湖北省线上补贴性培训申报及审核流程

1、开班申请°企业或培训机构向所在地人社部门提出开班申

请°提交开班申请材料包括:《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申请表》

（附表1）、《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参训人员花名册》（附表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培‖｜｜机构资质证明、企业职工劳动合同复

印件或重点就业群体身份证明

2、补贴申请°企业、培训机构组织职工参力口线上职业技能培

训结束后2个月内’向开班审批人社部门申请培训补贴。提交补

贴申请材料包括:《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表》（附表

3）、《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报花名册》（附表4）、线上

培训授课记录证明材料。

疫情影响期问有关申报材料可以使用扫描件或电子版实行网

上申报’各地人社部门要进一步创新申报渠道、简化申报流程’

为培训主体申报提供便利°

-23＿



附表1

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申请表

-24＿

企业（培‖｜｜机构）名称

法人 联系电话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培训课程名称

（工种｀ 内容）
培训项目

线上培训学时 参训人数

参训人员类别 △
口平训培

培训收费标准 培训成本

培训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授课老师情况

姓名 联系电话

技术（技能）等级 专业（工种）

申请

单位

意见

（ 企

业）

委托

本企业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申请开展职工线上技能培训’拟

开展（由本单位自主开展）’培训对象均为与

我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人员或在我单位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培训结束
后申请培训补贴时’仍为我单位职工°线上培训内容与企业主营业务
相关’培训中有学习记录’学习过程可查询,可追溯’我单位将严格
做好培训过程监管,确保培训质量·我单位申请培训开班及培训补贴
所递交材料真实有效°

企＼｜）负责人穗字: （羔章）

申请

单位

意见

（培训

机构）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受

训’培训对象为 ’

委托现申请组织线上技能培

培训对象身份已经核实’我机构将

在相关部门行政许可培训范围内开展线上培训°在培训中确保有学习
记录’学习过程可直播’可追溯,确保培γ｜｜质量.我单位申请培训开
班及培训补贴所递材料真实有效。

机构负责人签字: （盖章）

人社部

门审批

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盖章）



附表2

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参训人员花名册

企业、培训机构（盖章）;

＿25-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备注



附表3

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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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名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培训结果
培训课程名称 参训人数 合格人数

参训人员类别

培训支出总金额 小写: 大写:

申报补贴资金总计

（万元）
小写: 大写:

申报单位银行账户

申报单位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就业（职业鉴定和培

训）部门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人社部门审批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附表4

湖北省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报花名册

培训机构（盖章）:

—27-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课程

学习

完成

学时
学员平台账号 密码

考核是否

合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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