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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
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
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
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
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
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
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
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
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近些年
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取得
显著成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服务国家
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
改革创新，借鉴先进经验，努力建设高水
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要
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
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
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加强职业学校
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优化完善教材
和教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
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努
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
实的支撑。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4 月 12 日至 13 日
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
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
育的重要指示，
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坚持立德树人，
优化类型定位，
加快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一体化设计中职、高
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深化
“三教”
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

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
和定点帮扶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杨猛 左超） 4 月 13
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
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全
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推
进会精神等，
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省委书记阮成发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与云南密切相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牢牢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进绿色云南
建 设 ，为 我 国 如 期 实 现 2030 年 前 碳 达
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作出云南贡
献。要抓紧制定云南实施碳达峰、碳中
和的云南行动计划，站位全国大局，加强

科学谋划，既要研究未来产业发展增量， 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也要研究去产能腾出环境空间。要结合
会议听取近期全省及瑞丽市新冠肺炎
产业发展，制定明确政策。要围绕绿色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此次瑞丽疫
能源、绿色产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
情防控既有教训也有实战经验，形成了封
色生活等领域发展，抓好示范。要结合
闭管理、全员检测、规范流调、严格隔离、严
我省实际，通过平台发展产业，推动平台
管社区、严管市场、宁严勿松、接种疫苗等
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一套成熟规范做法，要认真总结。要坚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开 “两手抓”，一手抓“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充分体现
一手抓疫苗接种工作。要全力做好边境管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控，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千方百计、确保安
的显著优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全。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统一，加快边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进入新发
境立体化防控设施建设，真正打造有云南
展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特点的
“铜墙铁壁”
。
对云南发展的重要意义，立足云南未来 15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关于
年、30 年发展，大手笔、谋长远、建机制，加
加强巡视巡察工作上下联动的意见》，充分
强省级层面谋划。要聚焦云南已有优势
发挥巡视巡察系统作用和组织优势，积极
和产业发展、人才引进、教育卫生等重点
构建上下联动监督网。
领域，研究帮扶协作重点，持续深化东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试点厨余垃圾就地处置

呈贡区日处理能力达 2 吨
呈贡区城管局供图
工作人员对厨余垃圾处理物质进行检测

自去年 7 月，全省唯一厨余垃圾就地处
置试点落地昆明市呈贡区后，
厨余垃圾就地
处置取得了不错效果。目前，
呈贡区已开展
第二轮试点，
日处理厨余垃圾可达 2 吨。
根据国家、省、市相关工作要求，
呈贡区
积极探索厨余垃圾就地处置模式。自 2020
年 7 月以来，呈贡区争取到全省唯一厨余垃
圾就地处置试点机会并顺利推进，
第一轮试
点共有 3 台设备，处理能力为每天 1 吨。为
深化试点效果，呈贡区已开展第二轮试点，
设备增至 7 台，处理能力达每天 2 吨。据了
解，截至目前，呈贡区已无害化处理餐厨垃
圾 140 余吨，取得初步成效。接下来，呈贡
区城管局将在呈贡区各街道选取 7 个分散
式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点位，
放置厨余垃圾分
类收集设施，以提升厨余垃圾收集处置能
力，让厨余垃圾就地“消化”，实现餐厨垃圾
“源头减量”
成效。
本报记者 闵楠

革，
“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提升教育质量。
要健全多元办学格局，细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政策，探索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评价
办法。各地各部门要加大保障力度，提高
技术技能人才待遇，
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增
强职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
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山东、江苏、江西、甘肃、中
华职教社、中车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分管教育工作负责同志，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
委机关有关部门以及部分行业协会、企
业、高校、职业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今年一季度

全省跨境电商零售

进出口额
3.85 亿元
昨日，云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工
作推进及培训会议在昆明召开。记
者从会上获悉，2018 年 7 月，中国
（昆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国务
院批准（第三批），以昆明
“一区两中
心”
（昆明综合保税区、昆明高新和
腾俊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为重
点的区域开始建设跨境电商园区体
系及监管场所，云南跨境电商正式
起步。
2020 年 1 月，国家商务部、发
展改革委、海关总署等六部门下发
《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
的通知》，将红河、德宏列入试点范
围，云南省开展网购保税进口（海关
监管方式代码 1210）业务的地区增
至 3 个（昆明、红河、德宏）。2020
年 4 月，中国（德宏）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第五批），截
至目前，昆明、德宏、红河三个城市
可开展跨境电商直邮直购（9610）、
保税网购备货（1210）两种模式，其
他具备海关监管的区域可从事跨境
电商直邮直购模式（9610），全省跨
境电商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云南通过做规划、搭平台、育主
体、抓试点、拓市场等举措，有效推
动跨境电商快速发展。通过监管模
式统计，2020 年全省跨境电商零售
进出口实现报关单量 1319.47 万票
（件），进出口额 13.53 亿元，是 2019
年的 13.13 倍，呈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其中，直邮（直购）进出口（9610
模式）963.85 万票、货值 8.78 亿元，
保税网购进口（1210 模式）1.72 万
票，货值 671.67 万元，国际邮快件
进 出 口（8639 模 式 ）小 包 总 数
355.62 万个，货值 4.68 亿元。今年
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
实现报关单量 255.48 万票（件），进
出口额 3.85 亿元。
本报记者 朱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