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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

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

企业按工资 1.5%

-2.5%提取培训费

8月6日，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职业技能培

训和鉴定条例 (征求意见稿)》全

文，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工

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职工

教育培训经费，列入成本费用，依

法在税前扣除， 用人单位用于一

线职工教育培训的经费不得低于

本单位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总额的

70%。

征求意见稿提出， 用人单位

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

培训经费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征求意见稿提出， 用人单位

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提取、 使用

管理办法应当由职工(代表)大会

制定。 用人单位职工教育培训经

费的提取、 使用情况应当向职工

(代表)大会报告，接受职工监督。

■据新华社

人保部澄清：

职工培训费

并非取自个人工资

针对有媒体报道的“我国拟

提取职工工资1.5%—2.5%作为培

训经费”的说法，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澄清， 这是一

种误读。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职业

技能培训和鉴定条例 (征求意见

稿)》的准确表达是，“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

2.5%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列

入成本费用， 依法在税前扣除”，

是指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

发生的经济利益中提取资金用于

培训， 不是从职工个人工资里扣

钱。 ■据人民日报

风险最大

温州人就敢去做

从小学裁缝的周成建， 借了

20万元办了一家服装企业， 没有

商业经验的他中了别人圈套，导

致血本无归。 然而周成建没有气

馁，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白天

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工作16

小时以上，凭着这种吃苦的精神，

他才能够东山再起。2008年，周

成建凭借其所控制的美特斯邦威

公司在A股上市，身价大涨至136

亿元，成为浙江首富。

温州人创业敢冒风险也是一

大特色。“温州人认为没有风险是

最大的风险， 他们首先要想明白

这件事情敢不敢去做， 值不值得

去做。如果值得做，风险最大，利

益也就最大， 温州人就敢去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

德文建议， 大学生创业者应该丢

掉一些面子，“我的一位朋友让我

给他的孩子在民营企业里找个工

作， 我就把他安排到一家最好的

民营企业去， 企业要求员工要从

最基层做起， 要先到车间去当工

人，但是他干了不到3个月就给我

打来电话， 希望我能够帮他调到

企业的行政部门去，我问他原因，

他说因为跟同学说起来在车间工

作很丢面子。”

■据温州商报

这个免费创业培训班真牛！

硕士为啥放弃

20

万年薪种红薯

他的后来者说：“36岁前给自己一次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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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湖南人才市场，一位市民正在看招聘广告 记者 童迪 摄

创业培训激发新梦想

今年37岁的田亚是原长沙

水泥制品厂钳工，1998年下岗失

业。为了谋生，他摆过地摊，开过

饭店和桌球城，结果由于经营不

善都以亏本告终。

“巨大的挫折让我很失落，

甚至连门都不愿出，天天把自己

关在家里唉声叹气。 父母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此时，我们社区组

织下岗失业人员免费参加长沙

市劳动保障局举办的创业培训

班学习，母亲帮我报了名。在家

里人的劝说下， 我勉强去了学

校。” 田亚说，没想到到了学校后

受到了学校老师热情的接待，也

认识了一批和他有类似经验的

朋友们， 让他没有了之前的惶

恐，一下找到了家的感觉！

创业培训班快结束时，田亚

开始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也

有了新的创业梦想。 在学校老师

与徐校长的指点下，他确定了以

创新为核心、寻找新商机的创业

方向。

一次偶然的机会 ，看到邻居

在拆洗空调外机上的罩子，不但

麻烦而且很危险。 田亚考虑，由

于空调是所有家电里面唯一放

在室外的，所以空调的保护产品

应该具有巨大的市场，要是能研

发出一个罩上去不用取，又能防

水、防尘、防晒的空调外机罩应

该会有很大的市场。

他利用厨房排风扇启闭原

理，经过不断的实验，终于研制

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多功能

空调外机养护罩。

几年来，田亚共申报了12项

产品专利，其中10项获得国家专

利权。现在公司开发生产的产品

包括三大系列几十个品种，涉及

到空调安装、维修、清洗、移机、

杀菌等全面配套服务。公司创业

带动就业，这些年来先后开设联

合加盟机构300多家， 帮助近

3000人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不管成功与否，我一定要搏一搏”

两年前还是岳麓区咸嘉湖

街道一名下岗失业人员的高敏，

现在是运动品牌———康踏望城

经销商。

1998年，企业停产了，高敏

也随之下岗了。

高敏说， 从1998年下岗至

2006年11月的几年时间内，她先

后从事过专卖店销售员、 店长、

服装公司会计、外资企业的办公

室文员、外资企业的人事主管等

工作。在这几年中，高敏不断地

学习提升自己，先后考取了电算

会计证、 人力资源助理师证，也

积累了一些企业管理经验和社

会经验。

她曾多次有想辞职自己创

业的念头 ，但当向家人提出要做

生意时，家人提出了许多意想不

到的问题， 问得高敏哑口无言 ：

1、首先要确定你做什么生意？2、

在哪里做？ 针对的是什么人群？

3、 预计投资多少 ？ 你有多少本

金？4、 什么时候能收回本金？5、

生意不好时你能否承受得了？6、

你适不适合做生意？7、 有没有进

行市场调查？……

高敏被这些问题给吓到了，

就这样，做生意的念头被吓得没

了，又回到了打工的征途。

正当对自己的职业之路充

满迷茫之时，高敏接到了咸嘉新

村社区劳动保障中心工作人员

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推荐她

免费参加长沙市创业培训班的

培训。通过培训，她拓宽了眼界，

知道如何选择创业目标，以合理

的方式降低成本。 在结业时，通

过用一个模拟案例来考核自己

是否真的能当一个合格的“小老

板”，结果显示出来的“盈利” 让

高敏信心大增。

经过再三思考，高敏决定要

在36岁之前给自己一次创业的

机会，“不管成功与否，我一定要

搏一搏”。在大家的帮助下，康踏

专卖店终于在2006年10月1日开

业了。经过两年的经营，生意日

渐红火，目前她正准备筹备第二

家康踏专卖店。 ■记者 王文隆

近来，到新的长沙市创业和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咨询和报名参加免费培训的人络

绎不绝。

“通过培训后，我懂得了创业的一些基本知识，心中的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8月14日上午，开福区潘家坪的刘莉在搬新家后的长沙市创业和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

向创业咨询专家请教了很久，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

思路决定出路，成功在于创新。想好了再做，想不清楚

可以去参加创业培训班学习， 做了就不抛弃不放弃！不是

每个人都能成功，但是勇气加努力和坚持，你一定能成功！

创业感言

创业感言

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心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

我建议和我一样有创业梦想的人，充分运用政府提供给我

们的好政策，搏一搏，通过努力一定会达 成人生的目标和

梦想。

11523人成功创业带动近5万人就业

新的长沙市创业和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位于芙蓉中路（原劳

动保障局办公楼） 上， 一楼是近

400平方米的创业指导服务办事

大厅，创业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创

业培训登记、 小额担保贷款、专

家咨询服务、 工商政策咨询、银

行服务、代办服务、后续服务等

一站式免费服务。

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副局长尹久长介绍说，中心有一

支由高校教授、创业典型和政府

工作人员组成的创业服务专家

队伍， 为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

开业指导、 项目推介等各种指导

服务。

“只要你有创业愿望， 就可

以到创业和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来参加创业培训班。” 尹久长表

示，中心提供创业培训和职业技

能两种培训。

创业培训有4个培训班，可

同时容纳120多人， 上课时间白

天晚上不限，由个人安排，外地

的创业者还可以在这里住宿，中

心有200多个床位。 培训课程设

置和培训内容全部按联合国劳

工组织有关项目标准 执行，培训

时间总共约需15天，所有过程全

部免费。

尹久长透露，至今年6月，长

沙劳动保障部门举办创业培训

班734期， 培训学员2.2�万人，

11523人成功创业，带动近5万人

就业。

■记者 王文隆

相关链接

在新的长沙市创业和就业指

导服务中心， 走出了大批“小老

板”———何刚强创办了绿草原文

化娱乐公司，每年向国家上缴税

收十余万元； 昔日的粮站主任刘

求名在企业改制后， 组织原企业

职工重新创业， 共同致富；“硕士

农民”彭焕新，放弃20万元年薪

的工作回乡种红薯， 在农村闯出

了一片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