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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西安市 2020 年“强本领 促发展”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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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企业家、管理（科研、项目）团队和个人聚力

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和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积极打造我市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现追赶超越目标，按照《西安市“市
长特别奖”实施办法》（市政发〔2020〕6 号），决定开展西安市“市长特
别奖”选拔。现就推荐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在做强 6 大制造业支柱产业、做大 5

大新兴产业、做优 6 大生产性服务业、做精文化旅游产业等现代产
业体系（简称“6+5+6+1”）建设中，带动作用强、税收贡献大、产业辐
射广、吸纳就业多，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主要负责人或管理团队。

（二）创新驱动方面。在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
化、新产品开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核心人
物或研发团队。

（三）招大引强方面。在积极推动重大招商引资制造业项目落
地，突出产业链配套，在延链、补链、育链、强链等方面，对增强全市
工业发展后劲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投资团队或个人。

二、申报条件
（一）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

部署，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具有良好公众形象。
（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聚焦全市先进制造

业强市，勇于担当实干、创新突破、奋勇争先，社会认可度高、行业影
响力大、综合实力强，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明显。

（三）近三年来，企业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生产安全
和失信、劳资冲突等违法违规问题，劳动关系和谐，职工队伍稳定，
诚信记录良好。

（四）担任董事长、董事会（局）主席、首席执行官、总裁、总经理、
厂长、经理、研发或项目团队主要负责人等职务或在做出特别突出
贡献的岗位任职两年以上。

（五）每户企业、项目、科研院所等只能申报 1名人员（团队）。
三、申报选拔程序
（一）自主申报。坚持自愿原则，个人或团队按照《申报通知》要

求，如实填写《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呈报表》，并向企业所在地政府（管
委会）提交有关申报资料。

（二）区（县）、开发区择优推荐。各区（县）政府和西咸新区、各开
发区管委会，对申报对象按照实际贡献组织审核，择优向市人社局
推荐候选对象并报送相关资料（其中制造业企业不低于 60%）。

（三）遴选审核。市人社局会同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文化旅游
局按照各区（县）和西咸新区、各开发区推荐情况，依照社会贡献和
实际影响力，对申报的候选人（团队）进行初步筛选后，由第三方评
审机构按照推荐情况、投票结果、社会贡献和实际影响力进行综合
排序，产生 50 名候选对象名单。

（四）遵纪守法情况审查。由产生的 50 名候选对象所在单位，按
照管理权限，分别征求组织人事、纪委监委、公安、审计、市场监管、
税务、生态环境、人社、应急管理、信用管理等部门意见，并按时限要
求将征求意见表报市人社局。

（五）社会公示。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我市新闻媒体、市人社局
网站对 50 名候选对象进行社会公示（公示不少于 7天）。

（六）研究审批。根据公示情况，形成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和西
安市“市长特别奖提名奖”建议名单，按程序研究审批。

（七）奖励发布。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市
长特别奖提名奖”发布仪式，对获奖人员（团队）颁发证书和奖金。

四、申报材料
（一）推荐报告。各区（县）和西咸新区、各开发区以政府、管委会

名义向市政府上报推荐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推荐工作程序、推荐工
作开展情况和推荐对象基本情况。

（二）呈报表。填写《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呈报表》(见附件)，并粘贴
近期正面 2寸彩色免冠照片。在《呈报表》内容首页的基本信息中，申报
对象为个人的，填写个人基本情况；申报对象为团队的，填写团队主要
负责人基本情况。

（三）事迹材料。主要介绍申报对象的基本情况、工作业绩、技术
水平、获奖情况、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限 2000 字。
同时，准备不超过 300 字的申报人选(团队)业绩简介。

（四）评估报告。经济效益审计评估材料(企业经营者填报)。主要包
括：申报单位出具的财务证明(2019 年实现利税情况)和审计部门出具
的审计报告、效益分析计算的简要说明，以及财务报表等证明材料。

（五）佐证材料。主要包括：申报项目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技术
鉴定证书、获奖证书、专利证书、新产品证书等证明材料。

（六）证件材料。国家、省、市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奖励证书、荣
誉证书或证明材料。

（七）承诺书。申报对象签写《承诺书》，对所提供资料真实性有
效性负责。

《呈报表》一式 3份，单独装订。申报材料一式 2份，加封面和目
录装订成册，装订顺序为：事迹材料、评估报告、佐证材料、证件材
料、承诺书（佐证材料、证件材料只装订复印件，原件终审时提供）。
上述材料纸型全部为A4 型。

五、工作要求
1.各区（县）、开发区对推荐申报工作要高度重视、积极发动，通

过门户网站等方式对申报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并做好所在地申报对
象的征集收集。

2.各区（县）、开发区对申报对象要进行综合评估、优中选优、择优
推荐，切实把聚焦聚力、实干苦干、业绩突出的人才（团队）推荐出来。

3.要严格把控推荐申报工作时间节点，5月 15 日前，申报对象自
主向所在地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进行申报；5 月 25 日前，各区（县）
政府和西咸新区、各开发区管委会完成择优推荐工作，并统一将推
荐报告和拟推荐对象的有关申报材料报送市人社局。逾期不报，视
为不参加推荐申报工作。

报送地址：西安市政府 6号楼 4层 408 室
附件：1.《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呈报表》和申报材料封面及排版格式

2.《承诺书》3.申报人选（团队）业绩简介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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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细则
为确保西安市 2020 年“强本领 促发展”高技能人才技能

大赛”各项工作规范开展，有序进行，根据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工作安排和程序
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组织动员阶段：5月下旬。各单位充分做好参赛准备

工作，广泛开展宣传，鼓励本行业、本系统技能劳动者积极报名
参赛，充分营造尊重高技能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报名培训阶段：6月上旬。各项目竞赛委员会对报名
参赛者进行赛前强化培训，具体培训工作由各项目竞赛委员会
组织实施。

（三）预赛阶段：6月下旬 -7 月上旬，主要方式是理论考试
（笔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决赛阶段：7 月中旬 -8 月上旬，主要方式是操作考
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终评及表彰奖励阶段：8 月下旬。根据预赛、决赛成
绩，确定受表彰团体和个人，并召开会议进行表彰。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二、比赛项目和方式
本次大赛 10 大类 33 个项目按照国家和部委现行职业高

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能鉴定标准或行业标准命题、评
分。

比赛方式和成绩计算方法：
（一）比赛分预赛（理论知识）和决赛（实际操作）两部分，由

各项目竞赛委员会分别命题，并组织实施。
（二）预赛和决赛分别计算成绩，预赛成绩合格者，进入决

赛。总成绩由预赛和决赛成绩构成，预赛成绩占 30%，决赛成绩
占 70%。

（三）参赛人员名次按成绩排序。总成绩相同的，以决赛成
绩优先，如再相同，以参赛者现有技术等级低者优先。

三、奖励办法
（一）团体奖项
1.本次竞赛设“优秀组织单位奖”，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2.各团体项目竞赛取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二）个人奖项
1.本次竞赛设“优秀组织工作者奖”，颁发荣誉证书。
2.各单项竞赛项目前三名授予“西安市 2019 年技术能手”

称号，第四至第六名授予“西安市 2019 年技术标兵”称号，并颁
发荣誉证书及奖励资金。

3.参赛项目有职业资格二级（技师）等级的，分别直接晋级
为职业资格二级，无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颁发相应的荣誉证
书；对预赛、决赛成绩双合格的参赛人员，参赛项目在《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清单》内，可以办理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相应职业（工种）资格三级（高级工）证
书；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内，由西安市职业技能协会
办理相应职业（工种）的技能等级证书。

4.各单项竞赛前三名选手，在西安市劳动竞赛各项表彰及
五一劳动奖章推荐评选中优先考虑。

四、报名办法
（一）报名参赛选手需填写《2020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

能竞赛报名表》（附件 3）一式二份，并提交（有资格证者）职业
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包括级别页、照片页和姓名工种页）、身
份证复印件各一份，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2张。

（二）大赛各项目在指定地点报名，报名资料由各项目竞赛
委员会汇总，形成参赛选手报名册及统计表，报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附送电子文本（word 格式）。

五、报名地点
（一）电工、装配钳工、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车

工）
报名地点：西咸新区世纪大道东段 003 号西安技师学院 F

座 306 室
联系人：贾靖
联系电话：029-33669636
（二）汽车维修工
报名地点：西安市碑林区建设西路 111 号
联系人：杨明
联系电话：029-87800051
（三）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报名地点：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工业园北岳路 1号西安立讯

科技技师学院（筹）3号教学楼 201 室

联系人：王杨
联系电话：17791193695
（四）茶艺师
报名地点：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99 号西安商贸旅游技

师学院
联系人：唐鹤
联系电话：029-61819163
（五）插花花艺师
报名地点：西安市南二环朱雀花卉市场 8号三楼
联系人：李世骏
联系电话：029-85322118
（六）砌筑工、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报名地点：西安市碑林区火炬路动漫园区 4号楼 5层 E区

垚联系人：王
联系电话：029-83230205
（七）电子竞技员
报名地点：西安市高新二路 14 号 i 创途众创公园 A 区

A107
联系人：张龙
联系电话：029-63372008
（八）养老护理员、育婴师
报名地址：西安市阎良区碧水蓝庭小区西门北侧先洁家政
联系人：刘红艳
联系电话：15829776790 029-62775729
（九）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
报名地址：西安市经开区尚稷路 6号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

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联系人：李航
联系电话：15802948789 029-89093426，
（十）管道工
报名地址：西安市雁翔路 60号供水集团人力资源部
联系人：高燕
联系电话：029-85594877
（十一）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
报名地址：西安公交集团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未央区朱宏

路 79 号。
联系人：朱菲
联系电话：18629317016 029-86210015、
（十二）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
报名地址：西安市红光路中段 6 号桃李旅游烹饪学院（西

三环红光桥东南侧东凹里村口）
联系人：刘军锋
联系电话：13389226287 029-84362250
（十三）BIM 技术建模
报名地址：雁塔区锦业路与丈八一路西南角中铁西安中心

17 楼中建安装。
联系人：王蕊
联系电话：15591290600
（十四）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报名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中钢路 18

号中集陕汽重卡(西安)专用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俊艳。
联系电话: 029-86038908 15902933166
（十五）焊工
报名地址:西安市沣东新城建章路中段 中车西安车辆有

限公司
联系人:李永军 、宇明
联系电话：13991384895、 13636806914
（十六）刑事案件现场勘察、法医、电子物证
报名地址：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办湾子村西安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
联系人：王卫超
联系电话：029-86757058
（十六）交通指挥技能、交通组织、铁骑驾技
报名地址：西安市太白南路 222 号市交警支队
联系人：张庚元
联系电话：17792060296
（十七）进出口税收岗、信息安全岗、财产行为税岗、资源税

和环境税岗
报名地址：朱雀大街 96 号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

1008 室
联系人：张琪
联系电话：029-88461491 18066558831

附件 2：西安市 2020 年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王 军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副主任 张 勇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冯 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委 员
张 炜 新城区委副书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工会主席
王 宏 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柳 萍 碑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主席
唐战玺 碑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薛常青 莲湖区总工会副主席
秦长绪 莲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翟蒲娣 雁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田利萍 雁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朱 列 灞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张武刚 灞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康党生 未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
王 静 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黄晓民 阎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杨玉珍 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宁掌珠 临潼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女职工委主任
宁格龙 临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师新宁 长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肖忍利 长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阎红伟 高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张旭阳 高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李 化 鄠邑区委副书记、区总工会主席
同旭辉 鄠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吴永平 蓝田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县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龙翔宇 蓝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高彦周 周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县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苏 明 周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牛 恺 高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工会主席
苏俊良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区工会工委主任
寇雅玲 曲江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员、工会工委主任主任
张 旗 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工会工委主任
郭凤鹏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党工委副书

记、工会工委主任
蔡 虹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管委会副巡视员、

工会工委主任
刘 兵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副巡视员、总工会主席
周生华 西安国际港务区工会副主任
常惠萍 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巡视员
郑永獒 市机械冶金工会主任
陈军昌 市建设交通工会主任
龙红印 市石化农林工会主任
朱红红 市轻工纺织工会主任
杜明琴 市财贸工会主任
王 勇 市文教工会主任
胡新建 空港新城管委会副主任、工会主席
高正全 西安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邢昱明 西安市职业技能协会会长
赵秦伟 西安市职业技能协会秘书长

（发布机构 西安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发文日期 2020-05-29）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实施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

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西安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月 7日

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激励广大企业家、管理（科研、项目）团队和
个人聚力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和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积
极打造我市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现
追赶超越目标，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市长特别奖”，并
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奖项设置
设立“市长特别奖”，名额不超过 20 名，每名获奖人

员（团队）奖励 50 万元；设立“市长特别奖提名奖”，名额
不超过 30 名。

二、申报范围
（一）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在做强 6 大制造业支柱产

业、做大 5 大新兴产业、做优 6 大生产性服务业、做精文
化旅游产业等现代产业体系（简称“6+5+6+1”）建设中，
带动作用强、税收贡献大、产业辐射广、吸纳就业多，做出
突出贡献的企业主要负责人或管理团队。

（二）创新驱动方面。在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
技成果转化、新产品开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核心人物或研发团队。

（三）招大引强方面。在积极推动重大招商引资制造
业项目落地，突出产业链配套，在延链、补链、育链、强链
等方面，对增强全市工业发展后劲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
投资团队或个人。

三、申报条件
（一）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我

省、我市各项决策部署，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自觉履行社
会责任，具有良好公众形象。

（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聚焦全
市先进制造业强市，勇于担当实干、创新突破、奋勇争先，
社会认可度高、行业影响力大、综合实力强，对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支撑作用明显。

（三）近三年来，企业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产品质
量、生产安全和失信、劳资冲突等违法违规问题，劳动关
系和谐，职工队伍稳定，诚信记录良好。

（四）担任董事长、董事会（局）主席、首席执行官、总
裁、总经理、厂长、经理、研发或项目团队主要负责人等职
务或在做出特别突出贡献的岗位任职两年以上。

（五）每户企业、项目、科研院所等只能申报 1 名人员
（团队）。

四、申报程序
（一）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和西安电视台、西安日报等

我市主要新闻媒体公开发布申报通知。
（二）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广泛

宣传，鼓励相关企业积极申报。
（三）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及时收集汇总辖区内

申报资料，按照实际贡献组织审核（其中制造业企业不低于
60%），择优向市人社局报送优秀人员（团队）名单及相关事
迹材料。

五、组织审定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聘请第三方机构，通过社

会推荐、网上投票、征求意见、结果公示的方式进行评选，按
照下列流程组织实施：

（一）市人社局会同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文化旅游局
等相关部门梳理汇总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和市级相
关部门推荐情况，依照社会贡献和实际影响力，初步筛选出
前 100 名候选人。

（二）第三方机构按照推荐情况、投票结果、社会贡献和
实际影响力对候选人进行综合排序，产生 50 名候选人（团
队）名单，广泛征求相关单位意见，核查候选人相关情况。

（三）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西安电视台、西安日报等我
市主要新闻媒体发布候选人（团队）名单及典型事迹，向社
会公示 7天。公示期发现候选人（团队）存在不宜奖励情形
的，取消其参评资格。

（四）根据公示和排序情况，研究形成“市长特别奖”和
“市长特别奖提名奖”人选（团队）建议名单，并按程序报市
政府确认。

六、奖励发布
市委、市政府向获奖人员（团队）颁发“市长特别奖”和

“市长特别奖提名奖”荣誉证书、奖杯及奖金。
七、其他事项
（一）市人社局会同市工信局负责“市长特别奖”组织申

报、确定第三方评审机构、上报市政府确认、组织颁发等工
作。

（二）市委宣传部门负责宣传工作，组织新闻媒体采取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广泛报道“市长特别奖”申
报范围、申报条件和获奖人（团队）典型事迹等，充分推广典
型经验，集中展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特别是先进制造
业的发展成果。

（三）已获“市长特别奖”的企业、个人（团队）原则上三
年内不再重复申报本奖项。但是，对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或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中持续做出新的重大成绩
和特殊贡献的，经市政府审核同意，可以再次申报。

（四）在申报过程中，对弄虚作假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骗取荣誉和奖金的，一经发现，取消资格、追回奖励资金，
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西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西安市“市长特别奖”实施办法的通知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西安市“市长特别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委组织部，各区县、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区县总工会，
各产业、开发区工会，西安地区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西安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和年度重点人才
工作安排，为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着力培育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聚焦全
市十项重点工作，为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助力西安新时代追赶超越高
质量发展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西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安市总工会将于 5 月至 8 月举办“西安市
2020 年‘强本领 促发展’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和项目设置
本次大赛分报名、赛前培训、预赛、决赛和宣传表彰等五个阶段进行，时

间为 5月下旬至 8月。
竞赛项目分为 10 大类 33 个项目，具体包括：
（一）机电类：电工、装配钳工、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车工）、

焊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6个项目
（二）汽车类：汽车维修工、道路客运汽车驾驶员 2个项目
（三）计算机程序设计类：计算机程序设计员、BIM技术建模 2个项目
（四）服务类：茶艺师、插花花艺师、养老护理员、育婴员 4个项目
（五）建筑施工类：砌筑工、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2个项目
（六）电子竞技类：电子竞技员 1个项目
（七）管道施工类：管道工 1个项目
（八）酒店服务类：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 4

个项目
（九）城市轨道交通类：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 1个项目
（十）其它类：进出口税收岗、信息安全岗、财产行为税岗、资源税和环境

税岗、刑事案件现场勘察、法医、电子物证、交通指挥技能、交通组织、铁骑驾
技 10 个项目

二、参赛人员范围和报名条件
（一）西安地区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技能岗位一线工作的，遵纪守法、有

良好职业道德、近年来未发生过责任事故的在职人员，均可报名参赛。
（二）参赛者不限现有技术等级，不限学历，不限工作年限。
各工种具体报名要求和报名程序见附件 1。
三、奖励办法
（一）团体项目竞赛取前三名，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二）个人项目单项竞赛取前六名，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励

资金。（具体奖项设置见附件 1）
（三）参加预赛、决赛成绩均合格者，按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里

的工种，办理相应职业（工种）、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及相应职业（工种）技
能等级证书。

四、组织机构和有关要求
本次大赛由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

安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市公安局、市机械冶金工会、市建交工会、市财贸工
会、雁塔区总工会、经开区总工会、西安市职业技能协会、西安市家政行业
工会联合会、西安市机动车服务行业协会、西安市电子竞技协会、市交警
支队、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西安市供水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华西公司、中
集陕汽（西安）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中车集团西安车辆厂、西安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西安技师学院、西安商贸旅游技师学院、西安桃李旅游烹饪学院、
西安立讯科技技师学院（筹）、西安三好英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西安丽莎
贝尔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共同协办。

成立 2020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组委会（组成人员详见附件
2），负责本次大赛组织、监审和表彰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和竞赛处。办公
室设在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负责组委会日常工作；竞赛处设在市总工
会经济技术劳动保护部和西安市职业技能协会，下设若干项目竞赛委员会，
负责各竞赛项目的实施方案制定、组织报名、赛前培训和预决赛等工作。

各承办单位、各协办单位要认真做好动员报名、组织筹备等工作，做
到组织到位、人员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确保
工作进度和质量，确保比赛的公开、公平、公正。要积极构建产业工人技能
形成体系，发挥技能竞赛导向的激励作用，培育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和西安
工匠。要选树典型，推进职工技术培训规范化，积极组织传帮带活动，大力
推广先进操作技术，激励职工创新创效，努力提高新时期我市产业工人队
伍的整体素质。

附件：1.2020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细则；
2.2020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3.2020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报名表

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 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西安市总工会
2020年 5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