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田婷

劳动者积极提升技能水平和职业
素养，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就业，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
案》提出，“十四五”期间，实现新增技能
人才 4000 万人以上， 技能人才占就业
人员比例达到 30%。 当前，我省职业技
能培训市场发展情况如何？ “技能中国
行动”能否带动新一轮技能培训热？ 记
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专业设置 “跟着市
场走”，有机构每年专业
迭代更新率达 30%

叶潇潇是中国东方教育集团旗下
一家美业培训学校的学员，刚刚结束了
为期 3 个月的美容课程。 美业，包括了
美容、美发、美甲等。 “我以前做过直播
销售，后来想转型，但苦于自己学历不
高，只有掌握了一项技能，才能更好地
实现就业。 ”8 月 4 日，叶潇潇告诉记者，
看到现在美容行业市场前景不错，她决
定学习美容和纹绣，“有了一技之长，今
后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去美容机构做
讲师，都是不错的选择。 ”

中国东方教育集团是一家总部位
于合肥的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在全国有
200 多所培训学校，涉及电脑、烹饪、美
业、 汽修等门类， 共计 300 多个专业。
“我们有比较完善的专业研发体系，专
业设置一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反应速
度快， 每年专业迭代更新率达到 30%
左右。 近年来，我们结合产业发展趋势
和相关政策导向，提前研判，设置了大
数据、5G 网络信息工程、 健康营养师、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专业，受到了学员和
市场的欢迎。 ”该集团董事会秘书毛超
圣说。

宣城市文源职业培训学校，是当地
一家老牌职业培训学校。 “2005 年学校
刚创办时，我们主要开展计算机技能培
训。 后来，看到家政服务需求旺盛，2018
年起，我们陆续增设了育婴员、养老护
理员培训等。 去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公
共卫生和健康护理方面的需求增加，今
年我们又新开设了健康管理师培训
等。 ”该校校长李奇林说，目前，育婴员、
养老护理员、月嫂的培训量和就业量最
大，占全体学员的 6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有些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 是依据企业
用工需求来确定。 宣城市明辉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主要进行特种作业人员和
安全生产人员培训、 企业职工岗前和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劳动者就业技能
培训。 “目前来看，叉车司机、电工等专

业很受企业欢迎。 ” 该校负责人倪勇
说 ，2019 年学校刚开始运营时 ， 一年
只能培训 1000 人左右， 今年 1 月至 7
月已培训两三千人， 预计全年可培训
5000 人，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技
能培训中来。

培训内容 “接地
气”，参与培训的劳动者
薪资待遇上涨

参加技能培训，让不少劳动者受益
匪浅。

肖华是一名育婴员。 今年 6 月，她
来到宣城市文源职业培训学校 ， 参加
了月嫂培训， 并拿到了中级职业资格
证书。 “我一直对母婴行业有兴趣。 看
到当月嫂前景好， 就主动来参加技能
培训，现在已经接到派单了，月收入从
原来的五六千元，涨到了 8000 元。 ”肖
华说。

周毅涛是中国东方教育集团旗下
一所汽车培训学校的学员。 “我从小喜
欢汽车，从部队退伍后，继续学习了汽
车检测与维修。 ”周毅涛告诉记者，掌
握了新技能， 他很顺利地在广东省顺
德市的一家 4S 店找到了工作 ，转正后
月薪达到了 7000 元 ；后来 ，又做过汽
车美容店的店长。 2019 年， 他辞职创
业，开了一家汽车养护公司，目前已有
员工 10 人。

郑庆桥在宣城市一家新能源公司
上班，是一名叉车司机。 “过去，我没有
接受过完整的叉车技能培训。 在公司的
组织下，前不久在技能培训机构接受了
为期 1 个月的学习， 了解了叉车原理、
维修保养，学会了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
的问题等，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 ” 郑
庆桥说。

李奇林有着多年职业技能教育办
学经验。他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员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005 年
时，来参加技能培训的大部分是城镇下
岗失业人员， 通过学习计算机技能，实
现了再就业。 渐渐的，越来越多农村进
城未就业妇女找上门来，希望学到适合
自己的挣钱本领。 对此，李奇林所在的

职业培训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发了育婴
员等职业培训课程。 目前，农村进城未
就业妇女已占到该校全部学员的 70%
左右。 “最近两年，培训学员又有了新
变化。 很多在岗人员来参加公共营养
师、中式面点师等培训。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要从具备‘单一技能’向‘一人
多能’ 转变， 以便实现更高质量的就
业。 ”李奇林说。 随着学校专业设置增
多、劳动者参与培训意愿增强，文源职
业培训学校的学员人数从 2005 年的
两三百人， 增长到目前的 3000 多人 。
其中 ，80%的学员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劳动者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主动性大
大提升。
对于近年来学员结构的新变化 ，毛

超圣也有同感：“目前，我们整个集团常
年在校生 15 万余人。 在这些学员中 ，
60%至 70%为初高中毕业生，其他则是
来学技能的成年人。 从近两年开设的短
期培训专业来看，成人培训需求量在逐
年递增。 ”

“崇尚技能”氛围愈
发浓厚， 技能培训市场
前景广阔

“十三五”以来，我省全面推进技工
大省建设，技能人才规模显著扩大。 截
至 2020 年底 ， 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
574.3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64 万人，
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 40.9%、47.3%，
成效显著。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
《“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通过“技
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激励”“技能
合作”等行动计划，大力培养高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我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保
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发布了
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面向离校 2 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 推出
3—6 个月中长期技能培训
项目 ， 政府按培训学费的
80%、最高每人不超过 6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近年来 ，整个社会崇

尚技能 、尊重技能人才的氛围越来越
浓厚 。 大学毕业生参与技能培训 ，能
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
通过 ‘学历+技能 ’双重赋能 ，有效增
强自身就业竞争力 ，同时 ，也能带动
更多年轻人参加技能培训 ， 让教育
链 、产业链 、创新链衔接得更好 。 ”毛
超圣说 ，当前 ，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职
业技能培训市场前景广阔 。 培训机构
应健全产教融合 、 校企合作机制 ，更
加贴合用人单位和市场需求 ，与产业
发展能级跃升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同
频共振 。

采访中，还有职业培训机构负责人
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能建立完善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信用等级评价制度，让更多
有技能培训需求的人可以选准、选对机
构，接受优质的技能培训。 此外，随着
“终身学习”观念深入人心，在岗职工培
训需求增大，各类培训机构可以在课程
时间设置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方便
“上班族”参与技能培训。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
士表示， 今年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重点是提升质量、促进发展、科学评
价 、竞赛引领 、抓实项目 ，加快推动技
工大省向技工强省迈进。其中，在扎实
开展 “技能提升质量年 ”活动方面 ，全
面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 组织实施
高校毕业生强技计划、 皖厨培育工程
等新培训项目， 积极推动企业开展职
工岗位技能培训， 统筹抓好重点群体
技能培训工作， 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和
层次。 在全力推动技工院校内涵发展
方面，稳住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推动在
校生人数持续增长， 高级工以上培养
层次不断扩大； 对标全国一流技师学
院， 谋划布局高水平技师学院和高水
平专业集群建设；开辟技术能手、技能
大师、 技能竞赛优胜选手到技工院校
任教“绿色通道”。同时，还要做好科学
评价技能人才、 发挥技能竞赛引领示
范作用、技工大省项目建设等工作，多
措并举，提升技能人才发展水平。

·消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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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饮市场迎旺季
健康化趋势明显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夏日炎炎，来一瓶冰镇水，舒爽又解渴。 高温天气下，
水饮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记者近日走访合肥地区多家商超发现，各饮料品牌
不断上新，推出新系列 、新口味饮品 ，刺激消费者味蕾 ，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合肥市庐阳区一家商店老板盛
和祥告诉记者 ：“一到夏天 ，饮料销售量明显增多 ，特别
是气泡水 、苏打水 、功能性饮料 。 很多厂家也推出了新
产品， 年轻人和小孩是主要消费群体。 ”7 月 20 日 ，21
世纪产业研究院联合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2021 水饮创新趋势报告》显示，2020 年，水饮市场达到
6737.6 亿元，5 年复合增速 1.5%。 到 2025 年，市场规模
预计将达到 7208.3 亿元 ，年复合增速 2.8%。 呈现出细
分市场潜力大、 新型饮品层出不穷的特点， 功能化、健
康化趋势强劲。

无糖气泡水继续受到青睐 。 在健康化潮流下 ，“无
糖 ”“低脂 ”“0 能量 ”成为新卖点 ，各大饮料厂商纷纷推
出无糖气泡饮料，成分和口味也越来越多样化。 记者在
合肥市庐阳区一家大型超市内看到，饮料区显眼位置摆
着多款无糖气泡水 ，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因为无糖气泡
水特别受欢迎， 销量很高。 “我喜欢碳酸饮料的那股刺
激劲儿 ，但以往只有高糖气泡水 ，很怕长胖 ，自从无糖
气泡水推出后，简直就是我的‘福音’。 ”25 岁的合肥市
民杨端说。

电解质饮料成为饮料市场新宠。随着消费者运动保
健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运动出汗后自身
水分的补充，相关运动饮料品类和品牌也与日俱增。 记
者走访发现 ，专为运动人士量身打造 ，主打运动补水等
概念 ， 补充体内水分 、 电解质和能量损失的饮品有不
少。 例如前不久农夫山泉推出新品“等渗”、元气森林新
推出 “外星人” 电解质水等， 功能饮料市场日渐升温。
“听说出汗过多在补水的同时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在
炎热的天气里， 电解质是保持水分和健康的关键。 ”热
爱打篮球的合肥市民汪南一说 ，每次打完球后 ，他都会
喝一瓶电解质饮料 ，补充消耗的水分 ，缓解运动后身体
的疲劳感，提供能量。

各水饮品牌不断升级更新产品的同时，还需将目光着
眼于产品本身，注重食品安全、避免误导宣传。省市场监管
局在今年 5 月的食品抽检中，就发现两批次苏打水饮料出
现微生物指标问题。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文称，某饮料品
牌在宣传时涉嫌用专业术语“2.5 倍气泡”误导消费者。 有
关专家也表示，虽然市场上各类饮料口感佳，但也不能过
量使用。在选择气泡水产品时，建议大家更多关注配料表，
而电解质补充饮料在日常过量饮用容易导致“营养过剩”，
不建议用功能性饮料代替水。

“爱美之心”人皆有
防范之心不可少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热玛吉 、水光针 、小气泡 、光子嫩肤……近年来 ，这
些医疗美容类的新兴名词不断在美妆相关的社交平台
出现。 在“颜值经济 ”的带动下 ，医美逐渐为大众接受 ，
医美机构遍地开花，然而，随着而来的维权投诉不得不让
人警惕。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2021 年上半年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 显示， 美容消费成投诉
热点，存在 6 大乱象。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医疗美
容服务不规范， 甚至发生人身伤害等严重事故； 一些美
容机构混淆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 ， 超范围开展美容项
目，有些机构手续不健全，未依法办理服务项目审批等；
机构内美容师、 执业医师等人员没有相应资质， 不符合
要求；不规范使用辅助产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发布虚
假医疗美容广告；诱导消费者办理美容网贷。

“我平时喜欢护肤，对医美很感兴趣，便去医美机构
了解行情。 去了之后才发现其中复杂，工作人员先给我
做了皮肤状况检查 ，接着就不断推荐各种项目 ，一会儿
是欧美进口的机械、 一会儿是韩国最流行的美容技术。
收费也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合肥市民刘小姐向记
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她坦言 ，医美费用相较于日常护
肤要贵不少 ，现在市面上大大小小的机构很多 ，水平参
差不齐， 自己很担心美容不成反 “毁容”， 不敢轻易尝
试。 某咨询机构发布的《2020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
白皮书 》显示 ，目前我国医美市场中的针剂正品率仅有
33.3%，至少 70%的玻尿酸为水货或假货，48.4%用户注
射的肉毒素是非法品牌。还有一些针剂在我国并未批准
上市，许多消费者注射的是非法针剂。

针对医美行业乱象 ， 有关部门加大了监管执法力
度。 6 月，国家卫健委宣布与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市场
监管总局等部门于 6 月-12 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服务专项整治工作 ，重点加强生活美容服务机构监管 ，
查处生活美容服务机构及其他机构和个人未取得相应
资质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 以及医师到非医疗机构开展
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等。

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 医疗美容机构必须具
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和 “医疗美容 ”项目许可 ，主
诊医师要有 《医师资格证 》《医师执业证 》《医疗美容主
诊医生职业资格证》， 护理人员要有护士证 ; 在签合同
前 ，要详细了解医疗美容机构的技术实力 、设备条件 、
美容价格等 ，手术前也要与主治医生充分沟通 ，术后要
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护理 ，手术都会有风险 ，手术项目越
大 ，风险率越高 。 完整的保管好医美就诊的所有资料 ，
如合同 、挂号单 、票据 、就诊记录 、照片等 ，一旦出现问
题 ，可以此为证进行维权 。 要谨慎选择美容网贷 ，理性
评估风险 ，认清自身经济状况 、还款能力 ，签订网贷合
同时，不假手他人操作。

·市场漫话·

网红餐饮不能只捞金不用心
■ 韩小乔

近期， 网红餐饮频频翻车引发舆论关注。
“蜜雪冰城”因篡改食材日期，违规使用隔夜冰
激凌、奶浆、奶茶等食材被责令整改。 “奈雪的
茶”被曝多家分店存在蟑螂乱爬、水果腐烂、抹
布不洗、标签不实等问题。

虽然经历多年变化 ，但网红餐饮 “情怀
做得比产品好”的共性问题仍然存在 。 与传
统餐饮不同，网红餐饮往往借助网络营销和
社交媒体迅速打开知名度 ，建立社群 ，吸引

流量 。 但一些网红店好评靠 “刷 ”、 排队靠
“托 ”，推广与营销成本过高 ，压缩了其他领
域支出 。 以网红经济为核心 ，网红餐饮只看
重 “网红 ”特性 ，忽视其 “餐饮 ”本质 ，自然容
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网红餐饮频现卫生问题 ，也暴露出管理
短板 。 网红元素固然能吸引消费者 ，但对品
牌的精细化运营管理也提出更高要求。 网红
品牌通常经验不足 ， 为占领市场而加速开
店 、为追求利润而降低门槛 ，对加盟商和代
理商管控不严 ， 员工培训也跟不上发展脚

步。 由于统一供应的成本太高 ，不少门店自
行选择供应商 ， 导致食品质量参差不齐 、食
品安全问题频发。

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两家店铺 、一两个
品牌的事，而是整个餐饮业都应高度重视的
问题。 每一次网红餐饮的翻车 ，都冲击着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卫生底线的认知 ，消减着人
们对网红餐饮的信心 。 长此下去 ，网红餐饮
品牌口碑崩塌 ，企业自毁前程 ，消费者难以
回头。 近年来 ，网红店因食品安全问题昙花
一现或成为“网黑”，都是屡见不鲜的案例。

网红餐饮不能只捞金不用心。 把大众注
意力转换成品牌影响力 ，终究要靠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保障 。 餐饮品牌服务的是消费
者 ， 所做的事情都要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
而不能本末倒置 ，将品牌营销建立在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之上。 如果商家只想着投机取
巧而不反思自身 ，只想着压榨成本而不改进
管理，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网红餐饮要拒绝昙花一现的命运 ，最重
要的是回归餐饮本身 ，从做表面功夫转向构
建品牌核心价值。 既要加强研发满足消费者
不断变化的需求 ，又要严控品质 、改善服务 、
优化供应链管理 、守好食品安全底线 。 以餐
饮“硬实力”塑造品牌影响力 ，积极回应并整
改消费者反映的问题 ，才能让网红品牌 “长
红”、餐饮行业欣欣向荣。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认识到“终身
学习”是必然趋势 ———

职业技能培训“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