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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 陈 云 关 于 技 术 人 员 的 论 述
之于深入推进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启示

文◎吴绮雯
指出：
“ 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

门家，要最大限度的争取他们，提出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了“要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他说，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

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的慢就没有

的矛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

会上指出：
“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是

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

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立业之本。”
“ 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

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要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在工厂车

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

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

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
，精心打磨

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

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

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

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

革目的是为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

2017 年 2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一是我们的了。”解放战争时期，陈云

和效率，而效率能否提高，能否增加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指出技术人员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

有效供给，不仅取决于技术，更取决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

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要接

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构建产业工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以下简

收旧政府技术人员并改造其思想，充

人技能形成体系, 提高劳动者就业能

称《改革方案》
），要求按照政治上保

分信任，大胆使用，不搞关门主义。技

力和职业能力转换能力，既是供给侧

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

术人员和工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把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为供给侧结

维护的总体思路，造就一支有理想守

生产搞好。他指出：
“ 现在不同了，工

构性改革提供重要支撑，也是有效解

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

人和技术人员不是对立，而是协调。

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性措施，实

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把生产搞好。没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有工人是不成的，但是离开了技术人

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长期领

员，生产同样搞不好。”
“ 在工业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跨越根据地

中，我们技术干部的真正来源是现在

十分关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把加强

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三个历史时

产业界的职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

期为数极少的领导核心人物。陈云一

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

务抓紧抓好，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

直高度重视技术人员，对技术人员的

少的力量，要加快培养并进行全国调

型、
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2013

培训、使用和生产生活做出了重要论

配使用。陈云提出，
“ 必须下令调整，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总机

述。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指出，技术人

打破本位主义。”
“要在全国范围内统

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明确

员是我党我军不可少的，是革命的专

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关键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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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 以上的水平。技术工人数量短缺

他们的政治进步，生产生活上要关心

足的干部及技术工人。”工业化建设

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中国经济进

他们。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工人的地

时期，陈云认为技术人员是工业化国

入以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经济增

位有所弱化，工人的职业吸引力不

家最宝贵的财富，认为工商业者的技

长速度向中高速转变的“新常态”后，

强，一些青年不愿意在技术工人岗位

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

就业，社会 上 出 现 了“重 装 备 、轻 技

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

突出。要以贯彻落实《新时期产业工

工，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操作”

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要积极发展我

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为基础，把提

的观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们的技术力量。要以苏联等兄弟国家

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培养更多的高技

多次强调要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援建为契机，积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

能人才，打造一支大国工匠队伍上升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

进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改

为国家战略。

念，倡导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为迎接大的发展，必须提前培养充

革开放以后，陈云认为技术人员是我

二是加强协调确保政策落实 为

国知识力量的基础，要关注技术人员

了协调解决技术人员存在的突出问

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

生产和生活条件，以技术引进促进对

题，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技术干

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营造

技术人员的培养。他主张把改善他们

部局，进行统一组织和协调涉及技术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看成是基

人员的问题。党中央、
国务院《新时期

敬业风气。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是劳模

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下发

精神、劳动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推进

基本建设。

后，按照《方案》分工，有关部门快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从制造大国

劳动，尊敬劳动模范，用劳模的干劲、

陈云关于技术人员的经典论述

行动，相续下发了《关于推行终身职

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推手。工匠精

对当前工作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应构

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
《关于深化

神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品质、

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深入推进

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提高技

一种氛围。要把培育工匠精神作为构

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术工人待遇的意见》
《技能人才队伍

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思想基

一是将建设一支大国工匠队伍

建设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关

础，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

上升为国家战略 陈云在不同历史时

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

造的社会氛围。

期都始终高度重视技术人员，强调技

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

四是把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

术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任何工业

见 （试行）》
《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

的责任主体交给企业 陈云要求采取

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人是经济发展

学徒制的意见》等文件，就技术工人

多种方式提高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

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结构的调整必

培训、福利待遇，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技能素质，特别强调企业要承担培

须以劳动者的技能调整作支撑，产业

职业发展通道等内容做出详细规定，

训的主要任务，要在实践中提升技

的升级必须以劳动者的技能提升作

逐步推进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能。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参差

保证，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以劳动的

贯彻落实《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措

不齐，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校企合

有效价值为前提，新产品的开发和新

施，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涉

作存在障碍，学生缺少实践机会。特

业态的产生必须以劳动者的技术创

及多个部门，专业性、政策性都很强，

别是企业对提升产业工人的技能提

新、工艺革新和发明创造为基础。习

要把加强政策的相互衔接作为重点，

升积极性不高，缺少长期规划和投

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

加强协调配合，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

入。企业是用人主体，要在产业工人

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

合和最大整体效果。建立监督检查机

技能形成体系中强化和落实企业培

人队伍。当前，我国就业人员有 7.76

制，推动《改革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

养产业工人的主体责任，引导企业结

亿人，技术工人仅有 1.65 亿人，其中

的贯彻落实。

合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需要，制定技

高技能人才仅有 4700 多万人，占就业

三是培育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劳

人员的比重仅为 6%。近几年，人力资

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社会氛围

源市场中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

陈云对技术人员的关心是全方位的，

在 1.5 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达

强调技术上要尊重他们，政治上照顾

能素质提升规划，创新培训方式，让
产业工人在生产实践中提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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