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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职业培训师，
汪洋不仅是国家人力资源管
理师、注册企业培训师，还是
IPTS 国际认证的职业培训
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培训送企业”的讲师。
“我一直比较喜欢老师

这个职业，上大学的时候也
特别热衷于演讲、辩论、文学
社之类的活动，但毕业后没
有成为老师，而是到了一家
企业里，从基层做起，慢慢做
到了管理层。”

虽然与教师职业失之交
臂，但在企业里，汪洋熟悉了
企业的运转模式，了解了员
工的真实需求，并发挥着自
己的演讲和口才特长，培训
了一批又一批的员工。“开始
培训员工的时候，我也很忐
忑，怕自己讲不好，让人笑
话。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喜欢
听通俗轻松的内容，就会在
备课时把专业知识变为通俗
的语言，有时会插几句幽默
的题外话，效果还不错，这让
我越来越有信心了。”汪洋
说。

为了达到培训效果，汪
洋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

并在笔记本上把一些复杂
而专业的知识点用自己富
有特色的语言归纳出来，化
专业为通俗。此外，他还用
业余时间系统地完成了法
律、经济等专业学科的学
习，考取了国家人力资源管
理师、国家注册企业培训
师、IPTS 国际职业培训师、
TTT 专业讲评认证导师等
资格认证。

“我就有一个想法，将来
年龄大了或者有更好的机会
了，能沉下心来做一名教书
育人的老师，以实现自己的
梦想；所以，为了这个梦想，
我必须多学习专业知识。”汪
洋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
的人，经过多年努力，汪洋终
于从刚走上讲台的忐忑不
安，转变为一名合格的职业
培训师。一家培训机构也联
系到他，希望他成为该机构
的专职培训师。经过深思熟
虑，他辞掉了人事部总监的
职务，正式转行。

汪洋认为，社会的发展
依靠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
发展关键依赖人才的培养。
目前职业教育环节较为薄

弱，除了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力度之外，全社会共同打造
学习型企业、培养终生学习
习惯、不断提升就业人口素
质，是一条有效的，也是最实
用的途径。也只有不断提升
就业人口素质，才能孕育出
强大的企业。

近两年，汪洋把这样的
理念带到了苏泊尔营销团
队、晋煤集团、千禧集团、邮
储银行、中北大学、山西人才
市场等企事业单位，他也被
多家企业聘为了企业“人才
教练”。

“我们太原的培训市场
现在特别火热，不少中大型
企业都有这方面的需求，但
好的职业培训师或者说符
合企业要求的培训师却相
对较少。一方面这是个新兴
职业，还有待更多的人参与
进来；另一方面培训师也要
深入企业，与企业交流，了
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必须不
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才
能让职业培训师这个岗位
展现更大的魅力和价值。”
汪洋说。

本报记者 薄鸿

学习型企业塑造者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之
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在未来的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少企业把打造企
业文化、培养专业人才作为发展的重中
之重，而面对市场竞争，企业内部员工
职业素质及业务水平的提高也迫在眉
睫。于是，定期进行职业培训，短期内
让员工迅速提高职业素养成为众多企
业的首选。由此，专门为企业提供培训
服务的职业应运而生，它就是职业培训
师。

职业培训师是从事面向全社会劳
动者进行专业性、技能性、实操性职业
（技能）培训一体化教学及培训项目开
发、教学研究、管理评价和咨询服务等
相关活动的教学人员。

职业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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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皓）为广泛动
员全社会力量关注森林、热爱森林、
保护森林，积极营造保护发展森林
资源的社会共识和浓厚氛围，参照
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织体系，山西
省关注森林活动组织委员会和执行
委员会在并正式成立。

山西省关注森林活动组织委员

会主要职责是：在省政协的领导下，
统筹推动关注森林活动，组织开展
建言资政、调查研究、公益宣传、社
会实践、示范创建等重要活动，研究
审定关注森林活动的方案制度、规
划计划、表彰奖励等重点事项，协调
解决关注森林活动中存在的重大问
题，推动各地积极开展关注森林活

动等。执行委员会是关注森林活动
的组织执行机构。

在成立大会上，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充分发挥组委会各成员单位
优势，共同推动森林生态可持续发
展，形成全社会关注森林、保护生
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
力。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近日，有
市民咨询省内异地购买自住住房并已
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如何提取住房公积
金，对此，市住房公积金回复称，市民
可通过下载该中心“手机公积金APP”
自助申请办理。

据介绍，该中心通过山西省住房
公积金数据互联共享平台，已实现对
全省不动产登记数据的共享应用，缴
存职工（房屋所有权人）在省内异地购
买自住住房并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无尚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
住房公积金账户无担保、无冻结、信息
完整准确，持有有效的住房公积金联
名卡的，可以通过下载该中心“手机公
积金APP”，“零材料、零审批、零跑路”
进行自助申请办理。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国家统计
局山西调查总队调查显示，受煤炭价
格回升、钢铁价格持续上涨等影响，4
月山西PPI环比上涨 0.6%，较上月回升
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14.1%。

从主要产品看，煤炭类产品价格
环比上涨 0.8%，受上年同期基数较低
影 响 ，煤 炭 类 产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4.3% ，涨幅较上月扩大 5.5 个百分
点。焦炭类产品价格环比下降 8.1%，
降幅较 3 月份扩大 6.1 个百分点，由于
上 年 同 期 基 数 较 低 ，同 比 仍 上 涨
27.9%，但涨幅较 3月份放缓 5.2个百分
点。受铁矿石、铁矿粉等原材料产品
价格上涨拉动，钢铁类产品价格环比
上涨 5.0%，同比上涨 34.9%。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省发改
委 5月 13日发布产教融合型试点企
业建设培育公告，19 家企业成为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

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部门
对自愿申报的企业，通过“互联
网＋现场”答辩、专家评审等程
序进行评审，遴选确定了 19 家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这些企业涉
及家政康养、信息技术、制造业

等行业。其中，位于我市的有：
太原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太原市贝亲好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等。

记者了解到，我省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急需紧缺以及
养老、家政等社会领域企业，实施产
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联合院校
协同创新、培养人才。企业深度参
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

计、实习实训等人才培养的各个环
节，实现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课
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
接生产过程。

企业还将联合院校协同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围绕产业关键技术、
核心工艺和共性问题开展协同创
新，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
转化。

本报讯（记者 贾尚志）1月至 4
月，山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共
监测体检出入境人员 937人次，预防
接种 927人次，严防各类传染病输入
和扩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西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即太原海
关口岸门诊部，在保障太原航空口

岸新冠病毒核酸、抗体等样本检测
任务的同时，全力保障援非医疗
队、出境劳务、留学生等出入境专
项体检及预防接种，做好埃博拉、
中东呼吸综合征、黄热病、拉沙热
等国际传染病口岸防控，严防疫情
叠加。

今年前 4个月，该中心签发各类

证书、外文表格、证明 2370 次份，接
待国际旅行健康咨询 6500 余人次。
在提供优质国际旅行健康服务的同
时，免收法定监测体检及预防接种
费用 11.11 万元。日前，在全国先进
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上，山
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荣获“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守好国门 海关严防疫情传入
1月至4月，山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共监测体检出入境人员93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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