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人社函〔2021〕247号

关于大力推进全民数字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提升全民数字技

能”要求，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

（粤府〔2021〕3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提升全

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的函》（人社职司便函〔2021〕24号）和广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标准开发技术规程（试行）的通知》（粤人社规〔2020〕3号）

要求，推动大规模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全民数字技能水平，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数字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开发。提升全民数字技能是

建设数字中国、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有关要

求，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培训机构作用，推动实施“互联网+职

业技能培训”。经公开征集和评审，省厅面向数字经济领域龙头

企业遴选了第一批 16个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并组织龙头企业对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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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培训机构，确定了省级重点培训机构实施项目，现一并予

以公布。对首批备案公布的龙头企业数字技能培训课程项目，其

培训课程标准、培训课程内容资源、课程培训平台、考核评价资

源、培训质量内控均由数字龙头企业及其生态合作伙伴统一提供。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尽快遴选并公布合适的培训实施机

构，推动培训实施机构与龙头企业数字技能项目承接单位对接，

通过龙头企业数字技能培训平台组织开展相关培训。遴选的培训

实施机构应具有办学许可等培训资质。

二、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各地要将培训实施机构

纳入培训机构目录，对已公布的省级重点培训机构应直接纳入当

地培训实施机构，并按照《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管理办

法》有关要求开展培训，培训合格的，颁发培训合格证书。对承

接机构和培训实施机构合作开展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按照《关

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管理办法的通知》（粤

人社规〔2019〕43号）、《关于印发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

补贴申领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18 号）有关规定

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各地要做好与企业、培训实施机构的对接和

服务，及时将培训实施机构信息录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领系统，

指导机构组织做好数字技能培训。

三、加快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基础能力建设。各地要规范各类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将企业线上培训平台及数字资源纳入当地“两

目录一系统”，切实提高数字技能培训的质量。要加强对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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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项目监管，实现线上培训全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和可监管，

杜绝套取培训补贴资金情况的发生。龙头企业数字技能培训线上

培训平台具备学习过程数据可记录、可统计、可查询、可追溯等

监管功能的，可由龙头企业线上培训平台承担相关培训质量监管

功能，可作为当地该培训项目的监管平台。建立健全劳动者职业

培训档案管理，做好数字技能培训的统计工作，对劳动者参加线

上或线下数字技能培训的，纳入当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统计

范围。

附件：广东省第一批数字技能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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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第一批数字技能培训项目

序

号
培训项目

项目承接

单位
培训平台 承接培训机构

1 HarmonyOS移

动应用开发

广州盖德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泰克

教育)

泰克校企桥平台
https://www.xiaoqiqiao.com/university/#/

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广东

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学校

2 存储系统搭建

与运维

广州盖德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泰克

教育)

3 大数据系统运

维

广州盖德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泰克

教育)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学

校、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

汕头市中训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湛江市仁邦职业培训学校

4
数据通信网络

系统建设与运

维

广州盖德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泰克

教育)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学

校、广州市职大职业培训学校

5 华为云系统运

维

广州盖德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泰克

教育)

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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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项目

项目承接

单位
培训平台 承接培训机构

6 腾讯公众号运

营基础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腾讯课堂
https://ke.qq.com/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博正职业培训学院、广东

省德诚职业培训学院有限公

司、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

训学校、广东省瀚文职业培训

学院、广东省华大职业培训学

校、广东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

院、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职大职业培训学校、揭阳

市大计职业培训学校、汕头市

中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深圳

市鹏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新

兴县智达职业培训学校、湛江

市仁邦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

新概念眼镜视光职业培训学

校

7 腾讯社群运营

基础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博正职业培训学院、广东

省德诚职业培训学院有限公

司、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

训学校、广东省瀚文职业培训

学院、广东省华大职业培训学

校、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闰业职业培训学校、广州

市职大职业培训学校、揭阳市

大计职业培训学校、深圳市鹏

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湛江市

仁邦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新

概念眼镜视光职业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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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项目

项目承接

单位
培训平台 承接培训机构

8 腾讯视频号运

营基础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腾讯课堂
https://ke.qq.com/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博正职业培训学院、广东

省德诚职业培训学院有限公

司、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

训学校、广东省瀚文职业培训

学院、广东省华大职业培训学

校、广东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

院、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

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闰业职业培训学校、广州

市职大职业培训学校、揭阳市

大计职业培训学校、汕头市中

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深圳市

鹏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新兴

县智达职业培训学校、湛江市

仁邦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新

概念眼镜视光职业培训学校

9 腾讯小程序开

发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博正职业培训学院、广东

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学校、

广东省华大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校、揭阳

市大计职业培训学校、汕头市

中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深圳

市鹏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0 腾讯产品策划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德诚职业培训学院有限

公司、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

培训学校、广东省华大职业培

训学校、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

学校、广州市职大职业培训学

校、揭阳市大计职业培训学

校、汕头市中训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深圳市鹏城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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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项目

项目承接

单位
培训平台 承接培训机构

11 腾讯云架构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腾讯课堂
https://ke.qq.com/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学

校、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

校、汕头市中训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深圳市鹏城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

12 腾讯广告优化

基础

深圳市腾讯

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

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

学校、广东省华大职业培训学

校、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

校、广州市职大职业培训学

校、汕头市中训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新兴县智达职业培训学

校

13
电商大数据分

析与数据化运

营

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云中学院

https://edu.aliyun.com/campus/college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省德诚职业培训学院有限

公司、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

培训学校、广东省华大职业培

训学校、广州市闰业职业培训

学校、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

校、汕头市中训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湛江市仁邦职业培训学

校

14 阿里云云计算

运维与开发

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州市闰业职业培训学校

15 数字化店长运

营管理

阿里巴巴华

南技术有限

公司

阿里巴巴认证
https://alicert.taobao.com/cert-ali/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广

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

隆信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职

大职业培训学校、揭阳市大计

职业培训学校

16 外卖店铺运营

阿里巴巴华

南技术有限

公司

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校、广

州市职大职业培训学校、揭阳

市大计职业培训学校、广州市

新概念眼镜视光职业培训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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