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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州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下，五华县委、县政府相继
成立了以朱少辉县长为组长、
甘飞鸿副县长为副组长的五华
县“南粤家政”工程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推进实施我县“南
粤家政”工程相关工作，制定了
实施方案，并在县就业服务中
心设立家政服务组，专门负责
做好“南粤家政”工程相关工
作，使我县的“南粤家政”工程
工作有了人员、经费的保障。

为了加快工作的进展，
2019 年我县有七家定点培训
机构增设家政类培训项目，还
在五华县创业孵化园建立五
华县南粤家政综合培训就业
示范基地，在安流镇得位职业
培训学校设立五华县月嫂培
训中心。同时建设“五华家政
服务超市”系统平台，将家政
从业人员的持证上岗、诚信服
务、等级评价、服务满意度调
查等纳入平台信息，完善信息
咨询、供需对接、评价管理、服
务监督等功能。这些平台的
建成加快了我县“南粤家政”
工程的推进速度。

大力打造五华县家政服务
培训示范基地。筛选一批办学
条件好、培训质量较高的机构
承担家政服务培训任务，鼓励
伊伊宝贝、长健家政等现有品
牌家政服务企业做大做强，重
点扶持发展一批诚信经营、管
理规范、运作良好、示范性强的
家政服务企业，引导企业连锁

化、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升
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按照县委、县政府制定的
《五华县实施“南粤家政”工程促
进就业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开
展四大重点项目培训。以母婴
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医疗
护理服务为重点，由县人社局、
县科工商务局、县卫生健康局、
县民政局根据相应职能，分别牵
头制定专项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统筹规划培训目标任务，加大家
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
力度。加强培训管理，健全完善
培训、技能鉴定补贴等各项政
策。探索符合家庭服务职业特
点的鉴定模式，鼓励从业人员参
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考
核，经鉴定考核合格并获得证书
的，按规定给予相应补贴。推行

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五华县技工学校开设了家

政服务类护理专业，2020年秋
季计划招生 100人，按职业培
训政策规定落实资助（补助）政
策，其中贫困家庭学生100%享
受技工教育优惠政策。

鼓励引导家政服务企业和
培训机构，依托大昌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等“粤菜（客家菜）师傅”
工程培训机构，开办家政服务厨
艺培训班等，培育具有五华特
色、一专多能的“五华客家大嫂”
等家政从业人员。鼓励家政服
务企业积极举办家政服务大赛，
动员家政从业人员积极参与，从
而提高家政服务水平。

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和优惠
政策支持。全面落实各项就业创
业优惠政策，在技能培训、社保补
贴、开业指导、创业培训、员工制
家政服务企业社保补贴、小额担
保贷款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鼓
励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失
业人员、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到家
政服务业就业创业。全力打造黄
狮新村家政服务特色村，成立家
政服务专业队，让广大村民通过
自主创业，实现人生价值。

我县将继续把“南粤家
政”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抓出
实效，助推精准扶贫、乡村振
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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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广东技工、粤菜（客家菜）师傅、南粤家政”三

大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城乡居民生活

品质的重要抓手。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的部署要求，

五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高规格、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广东技工、粤菜（客家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工程

各项工作，通过全面实施人才载体建设，深化技工教育

发展，重点推进技工技能提升，建立培训技工技能激励

机制，鼓励技工技能就业创业。打造了五华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今天的五华，正以大国工匠精神，推动“广东技工、

粤菜（客家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工程在五华大地落

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助力五华打赢脱贫攻坚战，推

动了五华向着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行稳致远，推进

“工匠之乡·宜居五华”建设。

近年来，五华县为切实做好“广东技
工”工程的实施，省人社厅、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陈敏书记、省人社厅领导、爱军市
长多次莅临指导我县“广东技工”工程实施
情况。县委吴晖书记、县政府少辉县长亲
自牵头研究部署实施“广东技工”工程工
作，制定《五华县实施“广东技工”工程工作
计划》，明确了目标任务、具体措施、职责分
工，并多次在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上
研究解决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

大手笔新建五华县技工学校
加强载体建设争当广东山区技
工教育排头兵

我县于2016年3月启动五华县技工学
校建设，学校占地 152.52亩，建筑面积 9万
多平方米，投资规模达 41177 万元。2017
年 8月开始招生办学，现开设数控加工、汽
车维修、口腔义齿制造、烹饪（中式烹调）等
11 个专业，在校生 3238 人，教职员工 167
人，教学设备先进，图书馆藏书 10万多册，
全面推行校企合作模式和企业新型学徒
制，全面结合国家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和
省实施“南粤家政”工程要求，今年将开办
护理专业。学校经过近三年多的发展，各
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向上向前向好的
势头正逐步形成，得到企业和群众的认可，
与广东省技师学院、梅州市技师学院等省
重点技师学院、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合作办学，实施“百校腾飞”工程，争当
广东山区技工教育排头兵，力争 2021年内
创建省重点技工学校。

大规模开展技能培训10项工程
完善激励机制扩大“广东技工”
影响

为全面推进“广东技工”工程，我县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至目前，我县共有大昌、华荣、超顺等民办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14间，开设电商、中式烹
调师、美容、电工、母婴服务等16个工种（科
目），据统计，2018年以来，共培训学员9600
多人次，2020 年计划培训 10000 人次以
上。其中，其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200人
以上，创业培训 300人以上。2020年虽受
疫情影响，我县采取线上培训的方式，对27
家企业1498人开展了企业职工线上适岗培
训。在此，积极做好黄狮新村的就业创业
和安置工作，组织该村群众进行厨师、家政
服务人员培训共5期100多名，打造黄狮新
村美食名街、“厨师村”，打造月子中心、家
政服务特色村，带动村民就业创业致富，以
梅林镇南沣山养生养老生态园开园为契
机，对该镇 22家餐饮企业的厨师进行了培
训，打造红色故土、美食梅林，针对转岗转
业职工、在岗职工等适岗能力培训和岗位
技能提升培训工作，2018 年以来共培训
5059人，发放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1152.5万

元，将我县稳就业、保居民就业工作落到实
处。

高规格举办技能竞赛
传承创新工匠精神擦亮“工匠之
乡”品牌

为充分发挥技能竞赛在培养和选拔优
秀技能人才的引领和示范作用，2018年以
来，我县先后评选了“客家（五华）十大名菜
（含小吃）”、客家（五华）十大美食食材基
地；举办了“酿豆腐十大高手”评选大赛、以
五华红薯为主要材料的“厨神争霸”大赛、
五华首届鱼生特色厨技创新创业大赛，茶
艺师技能竞赛。2020年将举办梅州（五华）
中式烹调师（客家菜）竞赛，梅州（五华）首
届石雕工艺大赛，形成了学习新技术、掌握
新技能、争当好工匠的社会氛围。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作为素有工匠
之乡美誉的五华，历来能工巧匠辈出，特别
是在石匠、木匠、牙匠、铁匠的劳动者身上，
显现出对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历久弥新。新中国成立
以后，五华石匠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
会堂等的建设，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广州

“五羊”、珠海“渔女”等石雕珍品均出自五
华石匠之手；3万多名五华籍牙匠遍布全
国；投资 100亿元占地 1000多亩的五华红
木产业园，为五华木匠传承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

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的战略思想,结合中国
八大菜系之一的“粤菜”之资源优
势,2018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同志在
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做强富
民兴村产业,实施“粤菜师傅”工程,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质量
兴农之路。

梅州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起
来,结合客家菜作为粤菜三大菜系
之一的实际,积极实施梅州“粤菜
(客家菜)师傅”工程。

五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粤菜
（客家菜）师傅”工程工作，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创新工作思路，成立了以
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制
订了五华县“粤菜（客家菜）师傅”工
程实施方案，积极开展“百店扶千户”
行动，助力五华县精准脱贫和乡村振
兴。“舌尖”创新，让五华“粤菜（客家
菜）师傅”工程亮点纷呈。

一 加大资金投入，创建三大示
范基地

在推动“粤菜（客家菜）师傅”工
程落地开花的过程中，五华县加快

“粤菜（客家菜）师傅”工程平台建
设，打造集研发、实训、交流于一体
的“粤菜（客家菜）师傅”创新创业孵
化中心。在五华县技工学校创建梅

州五华省级“粤菜师傅”实训基地，
同时在梅州五华地道客家文化传承
创新发展中心和广东超顺长江农旅
园建设市级“粤菜（客家菜）师傅”培
训基地，为我县“粤菜（客家菜）师
傅”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 注重“粤菜（客家菜）师傅”
人才培养

大力开展“粤菜(客家菜)师傅”
技能提升培训，依托大昌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超顺职业培训学校，培训
厨师1998人。2019年，在五华县技
工学校增设中式烹调专业，招录学
生 169 人,其中贫困户子女有 23
人。今年，计划招录200名学生。

三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 打造
优质食材基地

五华将“粤菜（客家菜）师傅”工
程的实施与现代农业产业、精准扶
贫、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等深度融
合，通过打造广东汉光超顺农旅园、
五华高山红薯种植基地、广东长乐
烧酒厂、五华县天成三黄鸡种禽场
等十大美食食材基地，延伸现代农
业产业链，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引擎。

四 扎实开展“百店扶千户”活
动 助力精准脱贫

五华积极开展“粤菜（客家菜）
师傅”工程“百店扶千户”活动，让粤
菜（客家菜）文化成为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金钥匙”。五华着力打造了河
东镇沙渴村、转水镇黄龙村和安流
镇长江村 3 个“百店扶千户”示范
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引导全
县餐饮企业主动帮扶贫困户，吸纳
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店打
工、免费跟厨学艺，定点购买贫困户
的农产品，开展扶贫就学，解决贫困
人口就业问题，加快实现脱贫奔康
步伐。至目前，全县餐饮企业通过

“百店扶千户”活动共帮扶贫困户
803户3506人。

“粤菜（客家菜）师傅”工程的实
施，让五华的乡土美食带动了当地
5538人就业创业。“粤菜（客家菜）
师傅”工程为五华精准脱贫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南粤家政”工程：

“广东技工”工程：建阵地育人才

“粤菜（客家菜）师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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