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人社发〔2020〕34 号

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职工

开展线上职业培训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社局、海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受影响中小企业职工线上职

业培训工作，现将具体实施办法及相关要求通知如下，请认

真贯彻执行。

一、补贴对象及范围。全州中小企业(不含专营劳务派遣

的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本企业职工自主选择与职业技能相

关的线上培训课程，鼓励优先选择公益性免费的线上培训课

程（甘孜分校网址：gzz.cdwork.cn)，线上培训课时可计入培

训总课时，但不超过培训总课时的 20%。(“中小企业”，是

指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注册在本州、具有独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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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格的各类企业。“停工”，是指受本次疫情影响整体停

工或部分生产经营业务处于停工状态。“职工”，是指建立

劳动关系人员、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等一线员工)。

二、补贴标准。按照州财政局、州人力资源保障局《关

于印发甘孜州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甘

财社〔2020〕2 号）中相同或相近工种和等级所对应的补贴

标准合理确定。企业停工期间，原则上每人可享受不超过 3

次补贴，但享受多次补贴时，必须在上一个培训项目结束后

才能参加下一个培训项目，同一培训项目不可重复享受补

贴。

三、培训内容。职工参加线上培训的具体内容由企业自

主确定，但应符合生产经营实际需要，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

四、培训补贴申请与经办。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申请及发

放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培训前备案。企业拟开展线上职业培训的，应在培

训前按参保关系向所在的县(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交申请

报告、培训方案、以及企业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材料。

培训方案包括企业名称及基本情况、培训对象、培训工

种及等级、培训课程、培训时长、培训方式及平台、培训成

本等。企业提交培训方案时，应同时签署并提交《受疫情影

响企业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申请告知

承诺书》(参考样表见附件 2)，县(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审



3

核培训方案的合理性。

备案后，可按补贴标准预支给企业补贴资金 50%。

(二)培训后提交资料。县(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备案，企

业按培训方案完成线上线下所有培训课程后、提交培训费用

发票、学员花名册、授课记录证明材料、企业开户银行账户

信息等。

(三)审核与拨付。县(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企业申报材

料审核并对企业、培训人数及花名册、平台及补贴金额等公

示5个工作日后，将培训费补贴核拨到企业提供的银行账户，

并做好台账记录和信息反馈。

五、加强培训过程监管。企业组织开展线上职业培训并

要加强对本企业职工参加线上职业培训的监管，要确保有签

到注册，有学习记录，学习过程可查询、可追溯。

企业或培训机构在本县(市)相关部门发布的疫情影响消

除期限内不得组织线下培训、实训或评价活动。

县(市)经办机构要加强对企业线上职业培训工作指导监

督，并对企业线上培训情况予以公示。

六、经办服务。各县(市)要通过电话、网络、视频会议

等方式、对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咨询等服务。采用预约申报、

错峰受理、网络邮件、传真邮寄等方式，接受企业申报材料，

有条件的县(市)也可通过自有系统提供申报受理等服务。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至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4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撤销。

八、相关要求。各区(市)县人社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解

读，要做好培训备案信息的收集、汇总，每月 1日前将《受

疫情影响中小企业停工期间职工线上培训费补贴发放情况

汇总表》电子报表报州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联系人：毛

福芬(电话：2835235、邮箱：364182103@qq.com)。

附件：

1、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停工期间职工线上培训费

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2、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申请告知承诺书(参考样张)

3、各县(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政策咨询业务受理

联系人

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 2 月 27 日

mailto:3641821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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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线上职业培训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县(市)(盖章)

序

号
企业全称

第三方培训

机构全称
培训课程

培训人数

(人)

线上培训

课时
培训总课时

拟补贴金

额(元)

实际核拨

金额(元)

1

2

3

4

5
备注：1、培训人数为实际参加培训的人数；

2、拟补贴金额为各县(市)备案后按培训人数和课时总数计算的补贴金额；

3、实际核拨金额为各县(市)最终核拨的金额。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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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

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申请告知承诺书

本企业严格按照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甘人

社发〔2020〕7 号)等文件要求、在受疫情影响停工期间、组

织本企业职工开展线上职业培训、并对以下内容作出承诺：

1、本企业系非专营劳务派遣的企业，开展职工线上培

训期问为受疫情影响停工期间(包括整体停工和部分停工)。

2、本企业组织线上培训的对象，均为与本企业建立劳

动关系人员或在本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遗人员。本企业培训结

束后申请培训补贴时，补贴对象仍为本企业职工。

3、本企业线上培训内容为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与

企业主营业务相关的培训项目，且职工线上培训有签到注

册、有学习记录、学习过程可查询、可追溯。本企业如实编

制培训方案、确保培训标准不变、培训质量不降、学习收获

不减；本企业严格按照备案的培训方案落实培训任务，培训

过程真实、完整、并做好培训过程的跟踪、评估和监管。

4、本企业在本县(市)相关部门发布的疫情影响消除期

限内不组织线下培训、实训或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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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企业申请职工培训补贴所提交的各项申报材料真

实、有效、如实反映培训实际情况。

6、本企业严格落实教学资料及各类档案(含培训方案、

学员花名册、授课记录证明材料、管理台账等)的留存、归档、

备查工作、并配合接受各类审计、监督。

7、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 号)本企业为 行业、从业人

员 人(或营业收入 万元)、属于中小企业、

并且注册在甘孜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本企业所作以上承

诺是真实意思表示、并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一切法律毒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管理部门：

(企业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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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疫情期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见面”业务受理联系表

序号 地区 受理部门 姓名 电话 邮箱地址

1 州本级 就业局 陈丹 0836-2816563 308456543@qq.com

2 康定市 就业局 徐弟海 0836-2834990 2779154505@qq.com

3 泸定县 就业局 高静 0836－3125105 490939316@qq.com

4 丹巴县 就业局 捌忙周他 0836－3523729 546874426@qq.com

5 九龙县 就业局 张桢珍 0836－3328996 53574839@qq.com

6 雅江县 就业局 泽桑拉姆 0836－5124105 393082259@qq.com

7 道孚县 就业局 唐清华 0836-7122252 656623470@qq.com

8 炉霍县 就业局 帅加豪 0836-7322677 599186301@qq.com

9 甘孜县 就业局 尼玛 0836－7527077 757335667@qq.com

10 新龙县 就业局 海华 0836－8122132 2269898659@qq.com

11 德格县 就业局 郭丹凤 0836－8226072 919413820@qq.com

12 白玉县 就业局 赵样 0836－8322431 631174634@qq.com

13 石渠县 就业局 马根 0836－8623295 923133303@qq.com

14 色达县 就业局 王琴 0836－8522235 766292396@qq.com

15 理塘县 就业局 黄蓉 0836-5322618 156957704@qq.com

16 巴塘县 就业局 次仁曲珍 0836－5623675 1528156287@qq.com

17 乡城县 就业局 泽仁曲批 0836－5822696 842680609@qq.com

18 稻城县 就业局 泽仁扎姆 0836-5727033 765231358@qq.com

19 得荣县 就业局 徐懿 0836－5922666 601831145@qq.com

20 海管局 就业局 王玉婵 0836－3266881 7707725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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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局、州国资委、州就业局

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2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