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郑市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新技领办〔2020〕5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新郑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定点培训机构备案结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市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各职业培训机构：

为确保 2020 年度新郑市全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顺利开

展，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就业创业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办〔2018〕46

号）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

明确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使用的通知》（豫人社办〔2019〕92

号）文件要求，培训机构自愿申报，通过初审和实地查看，对郑

州工业技师学院等 23 家培训机构予以备案登记（详见附件）。

2020 年度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定点培训机构应严格按照补贴

性培训要求，积极主动做好城乡劳动力和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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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作，切实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保证培训质量，完成培训任

务。精准掌握市场需求，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加强职业指

导、心理健康、垃圾分类、清洁家园、消防安全、节水行动、文

明礼仪、就业创业帮扶等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

就业创业能力，为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附件：1.2020 年新郑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定点培训机构目录

2.2020 年河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性培训职业

（工种）目录

新郑市全民技能振兴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0 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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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郑市 2020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定点培训机构备案目录
序

号

培训机构

名 称
培训职业（工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地 址

备

注

1
郑州工业技师学

院

A：车工（含数控车工）、焊工、电工、钳工（含机修、装配、工具、模具钳工）、汽车装调

工、汽车维修工、保育员、中式烹调师、茶艺师、电子商务师、家政服务员、无人机驾驶员、

养老护理员

B：电梯安装维修工

C：井下支护工、矿山救护工、美发师、计算机维修工、井下采煤（矿）工、矿山安全防护工、

矿井开掘工、矿山安全防护工、抽放工、瓦斯抽放工、矿井防尘工、矿井测尘工、煤质化验

工、煤矿安全作业、井下机车运输工、工程机械维修工、主提升机操作工、矿山安全设备监

测检修工、电工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井下探放水钻工、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餐

厅服务员

李士文

13073737436
永宁街 1 号

2
郑州工业应用技

术学院

A:焊工、电工、工程机械维修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汽车装

调工、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铣工）、钳工、药物制剂工、中药炮制工、服装

制版师、酿酒师、品酒师、电切削工、冷作钣金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汽车维修工、物联网

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服装制作工、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

人员、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制冷工、手工木工（含精细木工）、育婴员、保育员、中

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茶艺师、电子商务师、物流服务师、医

疗临床辅助服务员、数字化管理师

B:农机修理工、眼镜定配工、挖掘机驾驶员、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员、喷漆工、农艺工、

药物检验员

C:筑路工、防水工、砌筑工、架子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水生产处理工、工业废水处理工、

锅炉运行值班员、锅炉操作工、啤酒酿造工、评茶员、眼镜验光员、健康管理师、保健调理

师、美容师、美发师、保安员、智能楼宇管理员、计算机维修工、物业管理师（员）、信息

通信业务员、快递业务员、天车工、化学检验员、园林绿化工、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

业、导游、营养配餐员、公共营养师、草坪园艺师

靳晓东

15324860688

新郑市学院路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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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机构

名 称
培训职业（工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地 址

备

注

3
河南机电职业学

院

A：焊工、电工、工程机械维修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电子产品

制版工、印制电路制作工、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汽车装调

工、机床装调维修工、金属热处理工、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铣工）、钳工、

磨工、冲压工、服装制版师、酿酒师、品酒师、冷作钣金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汽车维修工、

起重工、无人机驾驶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

员、服装制作工、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

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镗工、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模具工、制冷工、手

工木工（含精细木工）、育婴员、保育员、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

点师、茶艺师、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物流服务师、保健按摩师、虚拟现实工

程技术人员、连锁经营管理师、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

B:设备点检员、变电设备检修工、电梯安装维修工、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电线电

缆制造工、农机修理工、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仪器仪表维修工、仪器仪表制造工、喷

漆工、激光切割工、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

C：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继电保护员、酒精酿造工、白酒酿造工、啤酒酿造工、评茶员、健康

管理师、保健调理师、美容师、机动车检测工、保安员、安全评价师、安检员、智能楼宇管

理员、仓储管理员、保健调理师、工艺染织品制作工（含汴绣等）、物业管理师（员）、服

装缝纫工、快递业务员、电子仪器仪表检定修理工、工艺品雕刻工（含木版年画等）、制鞋

工、制帽工、装饰装修工、管工（燃气管网工）、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调酒师、食品

检验工、营养配餐员、首饰设计师（含珠宝设计师、饰品设计师）、插花花艺师、纸箱纸盒

制作工、金属材料化学检验工、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维修工

耿美娟

13838155778

河南省新郑市泰

山路 1 号

4

河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高级技工学

校

A:焊工、电工、汽车装调工、冷作钣金工、汽车维修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

人系统运维员、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电子商务师

B：电梯安装维修工、喷漆工

C:保健调理师、计算机维修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矿山安全防护工、井下机车运输工、矿山

安全设备监测检修工、工程机械维修工、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煤矿安全作业、金

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

王国华

13383838252

郑州市新郑西关

工业区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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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机构

名 称
培训职业（工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地 址

备

注

5
新郑市中等专业

学校

A：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铣工）、电工、

焊工、汽车维修工

B：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农艺工、3D 打印技术（制图员）

C：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计算机维修工

高振霞

15038328908

新郑市郑新大道

509 号

6
郑州铁路技师学

院

A：焊工、电工、汽车维修工、手工木工、铸造工、锻造工、金属热处理工、铣工、钳工、车

工(含数控车工）、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工程机械

维修工、汽车维修工

C：钢筋工、混凝土工、架子工、保洁员、工程测量员、工程试验工（工程试验与检测）、保

安员、餐厅服务员、物业管理师（员）、客房服务员、计算机维修工

张波坤

13676966080

郑州市上街区

五云路 68 号

7 河南警察学院
C：保安员

警务辅助人员（职业待定）

林自洁

18838936112

开封市东京大道

中段

8
新郑市就业创业

服务中心

A：焊工、电工、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保育员

B：电梯安装维修工

苗永生

13700856303

新郑市烟厂大街 3

号

9
郑州飞鸿职业培

训学校

A：电工、焊工、育婴员、保育员、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茶艺师、电子商务师（含跨境

电子商务师）、连锁经营管理师、供应链管理师

B：电气设备安装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3D 打印技术（制图员）起重司索工

C：防水工、管工、钢筋工、混凝土工、理财规划师、健康管理师、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

作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人力资源服务专业人员、筑路工、施工升降机司机、信号司

索工、塔式起重机司机

秦淑雅

18595622458

郑州市金水区东

三街与丰产路交

叉口

10
新郑市城关乡成

人学校
A:电工、焊工、保育员

马富强

13523524101
新郑市城关乡

11

郑州市蕙光职业

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A：保健按摩师、保育员

C：美容师

侯富强

19939922109
辛店镇蓝田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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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机构

名 称
培训职业（工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地 址

备

注

12
河南润泽东方职

业培训学校
B：消防设施操作员

张慧剑

13383719918

河南工程学院西

校区 2 号实验楼

13
郑州时代科技中

等专业学校

A: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保育员

C:美容师、计算机维修工

张书中

18135683336

新郑市郭店芦家

桥

14
河南巨通电梯职

业培训学校

B：电梯安装维修工

C：物业管理师（员）

郭静静

15981853702

新郑市龙湖镇泰

山路 1 号

15
郑州市志成职业

培训学校

A：焊工、中式烹调师

C：计算机维修工

张艳芳

15516156883

郑州市陇海西路

55 号

16
河南凌云汽修职

业培训学校

A:汽车维修工、焊工

C：机动车检测工

D：汽车综合检测与诊断、汽车美容

张永

15938700087

郑州市二七区建

新街 75 号

17

河南福康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A：育婴员、保育员、电工
蔡炎勇

15039059111

郑州市航海东路

1356 号商鼎创业

大厦三层

18
郑州城轨交通中

等专业学校

A：焊工、电工、钳工（含机修、装配、工具、模具钳工）、汽车维修工、无人机驾驶员、工

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茶艺师

B：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C：铁路列车乘务员、计算机维修工

赵梦豪

15890672250

新郑市新村产业

园区

19
郑州外资企业管

理中等专业学校

A：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全媒体运营师

C：市场营销（网络营销）、食品检验工、客房服务员

计合年

18695859899

郑州新郑中华北

路二段 27 号

20
郑州长城科技中

等专业学校

A：电工、焊工、汽车维修工、茶艺师、保育员、中式烹调师

C：美容师、工业废水处理工、水生产处理工

郭磊

15565079372
新郑市郭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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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训机构

名 称
培训职业（工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地 址

备

注

21

新郑市飞卓职业

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A：电工、焊工、汽车维修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茶艺师、保育员、中式烹调师、起

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

C：智能楼宇管理员、美容师、化妆师、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健康管理师、营养配

餐员

张淑明

18236751755

新郑市郭店镇郑

新路

22
河南麦泽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A：焊工、电工 、汽车维修工、车工(含数控车工）、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员

B：消防设施操作员

C：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金属

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贵金属冶炼工（金属冶炼）、保安员、美容师、健康管理师、安全员、

安全评价师、架子工

魏成

18638501268

郑州高新区长椿

路 11 号河南省国

家大学科技园1号

楼 715

23

好想你健康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好想你商学

院）

A：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全媒体运营

师、连锁经营管理师

B：农业技术员

C：健康管理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人力资源服务专业人员

陈静

13633843605

新郑市薛店镇中

华北路二段 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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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河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性

培训职业（工种）目录

（第一批）

分 类 职业（工种）
培训
学时

A

优 先

支持类

（98 个）

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铣工）、钳工（含机修、装配、工具、模具钳

工）、磨工、镗工、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电切削工、冲压工、锻造工、
铸造工、金属热处理工、机床装调维修工、模具工、手工木工（含精细木工）、
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物流服务师、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中式

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茶
艺师、育婴员、保育员、保健按摩师、焊工（含船舶电焊工）、轨道列车司机（含
动力集中型电力动车组司机、动力集中型内燃直通车组司机）、电工、工程机械

维修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电子产品制版工、印制电路制作工、变压器
互感器制造工、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备装配工、汽车装调工、硬质合金成型工、

硬质合金烧结工、硬质合金精加工工、药物制剂工、中药炮制工、服装制版师、
酿酒师、品酒师、冷作钣金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汽车维修工、起重工、无人机
驾驶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服装制作工、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
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装载车司机、叉车司机、刨插工、机
械加工材料切割工、制冷工、连锁经营管理师、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

（含人工智能算法员、人工智能测试员）、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全媒体运
营师、医疗临床辅助服务员（含健康照护师、医疗护理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工程机械装配调试工、化学合成制药工、生化药品制造

工、发酵工程制药工、疫苗制品工、防疫员、消杀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

初级工

72
中级工

85
高级工

100

B

重 点

支持类

（72 个）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消防设施操作员、家畜繁殖员、游泳救生员、设备点检员、

锅炉设备检修工、电机制造工、变电设备检修工、电梯安装维修工、工业气体生
产工、压缩机操作工、燃气轮机值班员、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装接工、广电和通
信设备机械装校工、广电和通信设备调试工、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液

晶显示器件制造工、电线电缆制造工、矫形器装配工、假肢装配工、轧制原料工、
金属轧制工、金属材精整工、金属挤压工、铸扎工、化学总控工、景泰蓝制作工、
印染前处理工、印花工、印染后整理工、印染染化料配制工、农机修理工、农业

技术员、助听器验配师、口腔修复体制作工、眼镜定配工、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
修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挖掘机驾驶员、重冶火法冶炼工、仪器仪表维修工、仪
器仪表制造工、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员、贵金属首饰制作工、喷漆工、激光切

割工、农艺工、水产品养殖技术人员、电力电缆安装运维工、发电集控值班员、
电子仪表仪器装配工、齿轮制造工、特种光学零部件制造工、导引头装置装调工、
园艺工、无机化学生产反应工、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医疗器械注塑工、医疗器械

挤塑成型工、磨具维修工、医疗器械组装工、医疗器械侧漏工、特种设备操作工、
中药调剂员、3D打印技术（制图员）、生化检验员、药物检验员、机械设备安装
工、电气设备安装工、起重司索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初级工

75
中级工

90
高级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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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职业（工种）
培训
学时

C

引 导

支持类

（480 个）

筑路工、桥隧工、防水工、砌筑工、架子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水生产处理工、

工业废水处理工、锅炉运行值班员、工业废气治理工、变配电运行值班员、继电

保护员、锅炉操作工、钟表及计时仪器制造工、氧化铝制取工、铝电解工、重冶

火法冶炼工、重冶湿法冶炼工、电解精炼工、炼钢原料工、炼钢工、高炉原料工、

高炉炼铁工、高炉运转工、井下支护工、矿山救护工、陶瓷原料准备工、陶瓷烧

成工、陶瓷装饰工、玻璃纤维及制品工、玻璃钢制品工、腐蚀控制工、整纱工、

织布工、纺纱工、缫丝工、纺织纤维梳理工、并条工、酒精酿造工、白酒酿造工、

啤酒酿造工、黄酒酿造工、果露酿造工、评茶员、乳品评鉴师、农作物植保员、

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疫检验员、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

眼镜验光员、健康管理师、生殖健康咨询师、保健调理师、美容师、美发师、有

害生物防制员、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水文勘测工、闸门运行工、水工监测

工、地勘钻探工、地质调查员、地堪掘进工、地质实验员、物探工、农产品食品

检验员、纤维检验员、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机动车检测工、保安员、安

全评价师、安检员、智能楼宇管理员、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信息通信网络

运行管理员、广播电视天线工、有线广播电视机线员、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信

息通信网络线务员、仓储管理员、民航乘务员、机场运行指挥员、消防员、森林

消防员、应急救援员、工艺染织品制作工（含汴绣等）、文物修复师（工）、文

物勘探工、古建筑工、气体深冷分离工、水产品加工工、燃气具安装维修工、银

行客户业务员、医疗辅助服务员、通信网络管理员、计算机软件测试员、计算机

网络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硬件工程技术人员、物业管理师（员）、信息通信业

务员、快递业务员、医疗器械装配工、天车工、化学检验员、园林绿化工、服装

缝纫工、汽车电子产品贴装操作工、服装裁剪制作工、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

营师、电子仪器仪表检定修理工、程控交换机调试工、导游、氟化盐工、水泥生

产工、石膏制品生产工、水泥混凝工制品工、涂料生产工、染料生产工、农药生

产工、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硫酸生产工、硝酸生产工、烧碱生产工、无

机化学反应生产工、有机合成工、炼焦煤制备工、炼焦工、制米工、制粉工、制

油工、河道防修工、工艺品雕刻工（含木版年画等）、保洁员、纺纱工、管道工、

理财规划师、管工（燃气管网工）、燃气具安装维修工、制鞋工、制帽工、肉制

品加工工、乳品加工工、铁路列车乘务员、客房服务员、装饰装修工、石油开采

工、石油勘探工、石油产品精制工、井下采煤（矿）工、镀层工、矿山安全防护

工、调酒师、食品检验工、生活垃圾处理工、石材生产工、兽药制造工、营养配

餐员、食用菌生产工、首饰设计师（含珠宝设计师、饰品设计师）、饮料制作工、

园艺产品加工工、印刷操作员、插花花艺师、纸箱纸盒制作工、装饰涂裱工、塑

料注塑工、压路机操作工、纺织纤维检验工、纺丝工、矿井开掘工（含巷道掘砌

工、装岩机司机、综掘机司机、巷修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瓦斯防突工、瓦斯

泵工、瓦斯检查工）、井下机车运输工（电机车司机、矿井轨道工、绞车操作工、

电机车修配工）、矿山安全设备监测检修工（含安全仪器监测工、矿灯管理工）、

工程机械维修工（含采掘电钳工、综采维修钳工、矿井维修钳工、液压支架〔柱〕

修理工、综采维修电工）、金属材料化学检验工、多晶硅制取工、晶体切割工、

单晶硅检测分析工、硅片研磨工、硅片抛光工、电子用水工、重金属物料焙烧工、

贵金属冶炼工、抽放工、矿井防尘工、矿井测尘工、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汽轮

初级工

70
中级工

85
高级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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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职业（工种）
培训
学时

C

引 导

支持类

（480 个）

机和水轮机器检修工、脱硫操作工、机绣工、茶叶加工工、淡水水生动物养殖工、

混凝土制品模具工、考古探掘工、考古发掘师（含绘图师、测绘与摄影师、出土

文物保护与修复师）、餐厅服务员、电工作业（含高压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

防爆电气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含熔化焊接热切割作业、压力焊作业、钎

焊作业）、高处作业（含登高架设作业及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制冷与

空调作业（含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作业）、

煤矿安全作业（含煤矿井下电气作业、煤矿井下爆破作业、煤矿监测监控作业、

煤矿瓦斯检查作业、煤矿安全检查作业、煤矿提升机操作作业、煤矿采煤机〔掘

进机〕操作作业、瓦斯抽采作业、煤矿防突作业、煤矿探放水作业）、金属非金

属矿山安全作业（含通风作业、尾矿作业、安全检查作业、提升机操作作业、支

柱作业、井下电气作业、井下排水作业、爆破作业）、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司

钻作业）、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煤气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含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仓储保管、运输，光气及光气化工艺作业、氯碱电解工艺作

业、氯化工艺作业、硝化工艺作业、合成氨工艺作业、裂解〔裂化〕工艺作业、

氟化工艺作业、加氢工艺作业、重氮化工艺作业、氧化工艺作业、过氧化工工艺

作业、胺基化工艺作业、磺化工艺作业、聚合工艺作业、烷基化工艺作业、化工

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硫化氢气体防护、烟花爆竹安全作

业（烟花爆竹储存作业）、瓦斯抽放工、井下探放水钻工、主提升机操作工、煤

质化验工、装配式建筑特有工种（含构件制作工、套筒灌浆工、构件装配工、构

件工艺员、信息管理员、构件质量检验员）、石油钻井工、输气工、井下作业工、

采油工、采气工、市场营销、线束装配工、橡胶炼胶工、橡胶半成品制造工、橡

胶成型工、橡胶硫化工、营业员、注塑热成型工、、电子仪表仪器检测工、线束

工艺员、自动机装配工、电子仪表仪器装配工、装载机操作作业、泵类操作作业、

机械维修作业、主要通风机和空压机操作作业、信号与轨道作业、输送机操作作

业、通防作业、地质测量作业、生产调度作业、防冲击地压作业、真空制盐工、

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帘子布初（复）捻挡车工、锦纶盐处理操作工、锦纶聚合

操作工、帘子布纺丝操作工、帘子布卷绕操作工、帘子布捻织落丝（筒）工、帘

子布浸胶操作工、巡回（切粒）工、热媒（热油）工、抹灰工、油漆工、施工升

降机司机、信号司索工、塔式起重机司机、铁路线路工、信号工、货车检车工、

车站值班员、信号员、调车员、室内装饰设计师、下料工、涂装工、城市公共交

通驾驶员、果树工、兵器产品实验员、物理性能检验员、质检员(含线束质检员）、

计量员、网约配送员、废旧物资加工处理工（含废矿物油再生处置工）、铁路自

轮运转设备工（含轨道作业车司机）、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康复辅助技术

咨询师、港口维护工、水工闸门运行工、甲板部技术人员（普通船员，二、三类

驾驶员、船长）、轮机部技术人员（二、三类轮机长、三类轮机员）、磨料制造

工、广告设计师、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工程技术人员、广播电视制播工程技术人员、

卫生检疫人员、矿井维修电工、安全检查工、掘进作业、煤矿班组长培训、采煤

作业、信号与轨道作业、煤矿班组长培训、医疗器械包装工、医疗器械封口工、

医疗器械灭菌工、医疗器械硅化工、医疗器械印刷工、提琴吉他制作工、竹麻制

品加工工、手绣制作工、制品加工工、晶硅制锭工、模具设计师、纸浆模塑成型

工、纸浆模塑检测分析工、医药商品储运员、工程测量员、摄影测量员、保健艾

初级工

70
中级工

85
高级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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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职业（工种）
培训
学时

C

引 导

支持类

（480 个）

灸师、足部按摩师、工艺品雕刻工、污水处理工、采油测试工、采油地质工、注

输泵修理工、油品分析工、常减压装置操作工、石油炼化装置操作工、井下作业

工具工、地层测试工、注水泵工、计算机维修工、工程试验工、凿岩钻车司机、

煤焦取制样工、水泵工、加煤工、冷凝鼓风工、空分装置操作工、煤场管理员、

焦化产品回收操作工、重介质分选工、浮选工、跳汰机操作工、洗选运转工、采

制样工、洗选技术检查工、重介质制备回收工、配运煤工、洗选储存工、选矿脱

水工、选矿工、磁选工、输送机操作工、矿山提升设备操作工、矿井通风工、机

动车驾驶教练员、化妆师、橡胶制品生产工、美甲师、美容师、摩托车修理工、

摩托车装调工、摄影师、裁缝、快递员、陶瓷产品设计师、陶瓷工艺师、陶瓷工

艺品制作师、陶瓷成型施釉工、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炭素煅烧工、炭素成型工、

炭素焙烧工、炭素浸渍工、石墨化工、炭素制品工、炭素特种材料工、安全员、

露天采矿工、爆破工、煤制气工、脂肪烃衍生物生产工、家禽屠宰加工工、呼叫

中心服务员、茶叶种植与加工、中药材种植员、食品加工工、家畜饲养员、速冻

食品制作工、镀锌工、彩涂工、轧钢工、轮胎翻修工、塑料制品加工人员、农机

维修工

（备注：列入 2015 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以及国家发布的新职业中涉及职业技能

类、但未纳入此次公示的ABC类，且我省未作出明确分类的职业工种，一律列入C

类）

初级工

70
中级工

85
高级工

100

D

专项职

业能力

（96 个）

服装缝纫、日用抽油烟机维护、汽车美容、数码影像设备维修、汽车音响改装、

金属门窗制作、婴儿头发护理、汽车综合检测与诊断、光纤到户(FTTH)安装调试、

面包烘培、固定义齿制作、可摘义齿制作、无线局域网测试与维护、墙面刷涂、

室内瓷砖铺贴、卫生器具安装与配管、手工编织、手工钩织、丝网花制作、制鞋

针车、制鞋排版、果木栽培与修剪、皮鞋划裁、皮鞋制帮、皮鞋制底、制楦、修

鞋、花卉栽培、家具备料、家具成型、家具组装、家具配件包装、家具喷涂、家

具涂饰、灯具安装、塑料注塑、原纸裁切、食品雕刻、十字绣、电动车维修、炒

青绿茶初制、手工藤编、竹家具制作、书刊平装装订、兰州牛肉拉面制作、前期

美术设计、影视动画模型制作、数字动画制作、影视动画材质与渲染制作、影视

动画特效制作、影视动画后期合成、标牌制作、清真拉面制作、汽车空调安装、

车漆调色、童车装配、沙发皮套车缝、三维CAD绘图、生猪繁育、塑料编织、花生

高产栽培、根雕、中医催乳、中医产后修复、中医艾灸疗法、中医康复理疗、中

医小儿推拿、中医经络按摩、植物精油疗法、化妆刷制作、胡辣汤制作、剪纸、

汽车综合检测与诊断、西安肉夹镆制作、纺织面料成分检测、手机游戏策划设计、

手机游戏程序开发、手机游戏美术设计、木版年画手工印刷、石材异型工艺加工、

石材立体雕刻、石材马赛克帖拼、石材浮雕加工、陶艺成型、水产养殖、化妆刷

制作、香菇种植、山茱萸种植、中华蜂养殖、牡丹画创作、林木栽培、木工排钻、

陕西面皮制作、养生调理、西安羊肉泡馍、西红花栽培

40

职业技能培训师生比、工位与培训学员比保持在 1:20左右，每班人数不得超过 80人，每课时不低
于 45分钟。技能提升培训实训不少于总课时的 65%，每课时不低于 45分钟。

培训后凡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特种作业安全证书）、
专项职业资格证书的，应优先组织培训学员参加鉴定评价。

监督电话：63206131 62693004 邮箱：px63206131@163.com 新郑市人社局

mailto:px6320613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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