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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人社厅函 (2021 ) 269 号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2021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 省直各有关部门、各用人单

位，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基地 :

为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 不断优化专业技术

人员知识结构、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 根据《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人社部令第 25 号)、《关于深入开展

"人员大培训、岗位大练兵、环境大整治"工作的通知} (青办发

( 2020) 7 号)、《开展专业技术人员"三学、三补、两助力"工作

方案} (青人社厅发 (2020) 29 号)要求，现就做好 202 1 年全省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范围

全省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含在职临聘专业技

术人员)、援青人员 、中央驻青单位、民办机构、驻军幼儿园的



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

二、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 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两部分。

公需科目学习内容普及法律法规、政策理论、职业道德、科

学素养、数字技术等综合性基本知识培训 ，加强党史学习、"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解读、 《民法典》解读、知识产权、处

置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国家安全治理等课程设置。

专业科目学习内容着重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

重大战略和推进我省坚持"一优两高"，共同保护好地球"第三级"、

培育"四种经济形态"、创建"五个示范省"总体布局，按照"因需施

培"的原则，结合各行业不同层次人员、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岗位

需求的实际分类设置学习课程，立足科技前沿、体现专业发展趋

势、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胜任岗位职责能力 ， 促进精通业

务。

三、培训方式

公需科目采取线上培训方式，学员登录青海干部网络学院培

训平台自主学习 。

专业科目采取线上与线下、集中与分散、课堂讲授与实践操

作相结合等形式开展。 学员根据实际需求和行业部门、单位要求，

参加由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基地或由本行业主管部门、用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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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组织的线上线下专业课程培训。

青海干部网络学院、行业部门、继续教育基地要畅通非公有

制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渠道， 加强对非公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

才培训力度。

四、学时及认定要求

2021 年，专业技术人员须按时在年内完成当年继续教育培

训，总学时不少于 135 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45 学时，专

业科目不少于 90 学时)。 公需科 目、专业科目(包括网络课程类、

培训进修类、自学类、技术带教帮扶类、 创新成果类)学时认定

以及评审职称、认定职称和转换职称系列的学时要求，按照《关

于做好 2020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青人社厅函

(2020) 227 号)第四、五项的规定执行。

对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由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确定 )，视同完成 当年的继续教育公需课和专业

课全部学时。

参加各类考前辅导班、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岗前培训、《法宣在

线》等不计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学时，也不计入专业学

时。

五、组织管理

继续依托"青海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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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qh]glpt.com ， 简称"管理服务平台" )， 对全省继续

教育工作进行全流程线上管理，各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管理

服务平台"流程 ， 开展账号注册、专业课程备案、提交学时申请、

审核审验学时、学时管理、学习档案生成等工作，各角色具体操

作手册可登录"管理服务平台"首页下载、查阅 。

继续教育各阶段工作中， 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利用

工作之便 ， 为本人和他人继续教育培训谋取利益 ， 一经查实，依

据有关规定在全省范围通报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严格

执行申报诚信惩戒机制 ， 对线上线下培训学时及培训进修类、自

学类、技术带教帮扶类、创新实践类等活动弄虚作假的人员， 一

经查实 ， 取消职称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 申报职称 ， 列入全国、

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为 3 年。

六、有关事项

(一) 关于规范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应 当

作为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或者申报评定上一级资格的重要条件。 专

业技术人员申报我省相应系列和层级职称 ， 应当达到我省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应学时。 中央驻青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可参加我

省继续教育培训 ， 其在本系统原有的对应年份学时( 指经央企总

部按照国家人社部继续教育工作要求统一安排并组织实施的继续

教育)或由中央驻青单位本级自行安排实施、且经我省省级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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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备案的培训，可视同为参加我省继续教育培训， 其学时可计

入或合并计入本人继续教育学时档案。

( 二)关于自主培训

1.扩大自主培训范围。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 在下放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管理权限的基础上 ， 2021 年 ， 将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申报卫生系列职称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管理权限下放至省

卫生健康委。 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对学时管理、学时审核审

验等工作的真实性、 规范性和严肃性负全部责任。

2.强化行业主体作用。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搭建行业内继续教

育学习平台 ， 实现公需科目培训 与"青海干部网络学院学习平台"

衔接，专业科目培训、学时管理、学时审核审验等工作，同时要

与"青海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全口径对接

和数据汇总 。 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按照省卫生健

康委的安排部署做好继续教育工作。

省卫生健康委对以往年度未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参加继

续教育未取得规定学分的人员，提出 限期改正要求和具体措施，

面向社会公布，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知晓信息。

3.健全数据统计制度。 推行月统计、 季报送、年汇总制度。

从 2021 年起 ， 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要按月对培训数据进行统

计 ， 分别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末、 2022 年 1 月 15 日将季度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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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汇总数据报送省人社专技处。

( 三)关于补学工作。 今年 ， 仅对因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由管

理岗转换到专技岗工作的人员及其它因客观原因确需补学的人

员 ， 可视情况开展线上补学工作。公需科目 由"青海干部网络学院"

承担，专业科 目 由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承担。学员年内完成的线

上公需科目、专业科 目培训学时纳入 2021 年培训档案(证书)，

多学部分学时可分散在 2018、 2019 、 2020 年度使用 。

( 四 ) 关于时间安排

1.备案时间。 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继续教育基地、各用人单

位要于 2021 年 7 月底前完成年内计划组织实施的各类线上、线

下培训的备案工作。因没有及时备案而造成的后果，由各行业主

管部门、各继续教育基地、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2.学习时间。学习 时间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 当年申报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务必于 2021 年 11 月底前完

成当年继续教育培训。未能按时完成并达到学时要求的，自行承

担责任。

3.审验时限。 各级人社部门和自主审核单位(青海大学、青

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开放大学 、 青海日报社)务必

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前完成当年的学时审验工作。

七、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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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市、自治州人社局、省直各行业主管部门、省直有

关单位，要强化主体责任，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确保各类学习培训和继续

教育活动落地落实，要强化学习效果质量考核，力戒形式主义，

坚决杜绝"走过场、装样子"的行为和现象。 要将具体工作落实到

部门、责任落实到人(管理员)，各单位管理员要按照"管理服务

平台"相关流程，及时提交学时申请、开展审核审验工作，确保每

一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和学时审验工作按时间节点完

成。

(二)青海干部网络学院，要按照本通知的课程设置要求面

向社会征集培训需求，定期发布和更新课程目录。 国家级和省级

继续教育基地要面向各行业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社会征集有关

专业课程培训需求，主动研究和拟定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

岗位专业技术人才的素质能力模型，分类制定培训大纲，加强课

程和教材体系建设，实施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工程，开展培训需

求调查预测和反馈工作;加强网络课程、专家师资等数据库建设，

为 2022 年常态化开展此项工作做好前期准备。

(三)根据我省"互联网+人才人事"系统建设要求， 2022 年，

启用新的"互联网+继续教育"系统。为确保继续教育管理系统顺利

转换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各继续教育基地网上学习平台与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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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技术衔接，为培训II 数据回传至"管理服务

平台"留好数据接口，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四)各市州人社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继续教育基地

分别于每季度末月底、 12 月底前将人员培训情况、全年继续教育

工作情况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理。

"管理服务平台"操作问题，请致电 400ι--434---{j78 咨询 。

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我省继续教育工作有关政策规定办

联系电话: 0971--8258156 8258153 8258157 

联系人:马老师赵老师 山老师

邮箱: qh8258152@163.com 

附件:各市州、各有关部门继续教育政策咨询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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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市州、各有关部门继续教育政策咨询方式

各市州人社局

序
单位 处室(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号

西宁市人社局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鲍颖 097 1-6163992 

2 海东市人社局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张生宝 0972-8666268 

3 海北州人社局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张志清 0970-8613779 

4 海南州人社局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田 娟 0971-8512774 

5 海四州人社周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单晓卉 0977-8222882 

6 黄南州人社局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柳雯 0973-8722188 

7 玉树州人社周 事业单位人4f管理科 陈青龙 0976- 8826922 

8 果洛州人社局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金晓琪 0975-8384835 

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基地

序
单位 处室(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号

青海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候玲玲 6106493 国家级

2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孙振军 6169226 国家级

3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培训部 蔡绍锋 6155139 国家级

4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成教处 范月君 7661291 国家级

5 青海师范大学 成人教育学院 马丽明 6309537 省级

6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中心 陈慧玲 6265007 省级

7 青海省附金工业技术学校 培训科 朱凯 5299497 省级

8 共青团青海省团校 办公室 远亚碎 6259608 省级

9 青海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科教科 梁燕 8 126829 省级

10 海四川|职业技术学校 成教培训中心 李振风 0977-8212322 省级



各有关部门

序
单位 处室〈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l

亏口

省农业农村厅 人事处 马凤涓 6136106 

2 省教育厅 人事处 张海元 6310553 

3 省卫生健康委
人事处 李万鹏 8239557 
医学会 张力欣 6253665 

4 省住建厅 人事处 王小小 6146273 

5 省交通厅 人事处 马进军 6186507 

6 省林业和草原局 人事处 黄 E昆 6365007 

7 青海省水利厅 人事处 丁瑞云 6J61020 

8 省工信厅(省国资委) 人事处 慈云红 6123372 

9 省自然资源厅 人事处 刘明伟 6163635 

10 省文化旅游厅 人事处 王林 8244272 

1 1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事处 韩兆宜 8213069 

12 省人防办 人事处 李娟 6111681 

13 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人事处 于涵 8068422 

14 省生态环境厅 人事处 淡婷婷 8174687 

15 省科技厅 外专局 吴玲娜 8231735 

16 省民宗委 语文办 巴以勒 845326 1 

17 省司法厅
律师协会 王永庆 8234468 
公证协会 付秋实 8247992 

18 省审计厅 人事处 邓文龙 618254 J 

19 省统计局 人事处 马莉萍 6302646 

20 省体育局 人事处 梁继烨 8219806 

21 省财政厅 会计处 李波 6130145 

22 青海省委党校 人事处 史福忠 4395728 

23 青海大学 组织人事处 王晨曦 5310407 

24 青海师范大学 人事处 郑春晶 63 17924 

25 青海油用公司 职改办 张娟 0937-8926807 

26 省社科院 人事处 赵生样 8452758 

27 青海日报社 人事管理部 张晶 84576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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