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海市柱房稗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t年度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的通知

各涉农区建设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

为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养和管理，进一步提升乡村建设工匠

技能水平，更好服务农民群众，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

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建村@2016@280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组织做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函》(建司局函村@2021@7号)的有关要求，我委将于近期开

展2021年度本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具体培训工作由上海市建

筑施工行业协会和上海市浦东一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负责，工作

方案详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2021年度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工作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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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工作方案

一、培训方式

采用线上培训方式。

二、培训对象

本市涉农区范围内从事农民建房和农村建设项目施工的工

匠。

三、培训时间

报名时间：2021年 9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培训时间：2021年 10月 14日-2021年 10月 15日。

四、培训课程

本次培训课程包括农房建筑识图、施工材料、施工技术、施

工质量、施工安全等方面，理论和案例相结合，课程安排详见附

件 3。教材由上海市浦东一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提供电子版，各

镇（乡）政府打印后发给培训人员。

五、报名

各镇（乡）政府负责宣传发动，组织所辖行政村村委会认真

填写工匠培训报名表（附件 1）。

各镇（乡）政府汇总工匠报名信息，推荐 3-10 名工匠参加

培训，并于 2021年 9月 30日 17：00之前将汇总表（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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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发送至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汇

总本区所有镇（乡）工匠报名信息后，于 10月 9日 17：00之前

将汇总表（附件 2）电子版发送至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郑老师

（fazhanbu12@163.com）。

六、培训安排

（一）培训地点

各镇（乡）政府落实本镇（乡）内乡村建设工匠集中培训点

（需有网络连接和安装腾讯会议 app的视频播放设备）。各镇

（乡）现场工作人员应提前按附件 4要求做好调试（会议号另行

通知）。

（二）考勤

各镇（乡）政府负责培训考勤，做好现场照片拍摄和培训人

员签到，原则上不允许迟到、早退、请假。

（三）考试

培训结束后，各镇（乡）政府组织培训人员考试，形式为开

卷，时间为 1个小时。考试结束后，各镇（乡）政府负责阅卷。

（四）发证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向考勤、考试合格的乡村建设工

匠，颁发《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结业证》。

七、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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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镇（乡）政府均指定一位

工作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将区和镇（乡）

工作人员名单汇总后，于 9月 10日 17：00之前反馈至市建筑施

工行业协会郑老师。

（二）培训结束后，各镇（乡）政府将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

培训报名表（盖章并粘贴照片）、培训签到表、批阅后的考卷等

资料汇总后，于 10月 19日 17：00之前快递至各区建设行政管

理部门。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将本区所有镇（乡）资料汇总后，

于 10月 21日 17：00之前快递至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郑老师（浦

东新区福山路 33号 1702室）。

（三）本次培训不向培训人员收取任何费用，住宿、往返交

通费用由培训人员自理，中餐由各镇（乡）政府免费提供。

（四）各镇（乡）政府应严格落实防疫措施，要求培训人员

出示健康码，同时查询近期有无到过中高风险地区，培训期间全

程佩戴口罩。

联系方式：

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咨询电话：021-63067277 郑老师

浦东一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021-55893598 邢老师

市住建委村镇建设处咨询电话：021-23116410 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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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上海市 区 镇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报名表

2.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报名汇总表（ 镇/区）

3 .2021年度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课程安排表

4.腾讯会议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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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编号：

上海市 区 镇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一寸照片

半贴
身份证号

手 机 一寸照片

粘贴所在村镇

从事建筑

时间

□ A: 1~3年； □ B: 3~6年； □ C: 6~9年;

□ D: 9年以上；

文化程度 □ A: 初中； □ B: 高中； □ C: 高中以上；

目前从事工

种（可多选）

□ A: 普工； □ B: 泥工； □ C: 木工；

□ D: 钢筋工； □ E: 水电； □ F: 其它；

推荐意见：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镇（乡）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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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报名汇总表（ 镇/区）
报名

表编

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所在村镇 从事建筑时间 文化程度 目前从事工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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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上海市乡村建设工匠培训课程安排

序号 课程内容 课时 类型 备注

1 农房建筑识图 2 理论

2 施工材料 2 理论

3 施工技术 6 理论+案例

4 施工质量 3 理论+案例

5 施工安全 3 理论+案例

合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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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腾讯会议使用说明

一、下载安装

下载地址：

https://meeting.qq.com/download-center.html?from=1001

移动设备使用支持 iOS、Android及微信小程序：

友情提醒：微信小程序只能加入会议，不能发起会议。同时，

经过测试，微信小程序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为了保证会议质量，

建议选择使用安装客户端的方式使用“腾讯会议”。

二、登录注册

新用户可以用手机号发送验证码进行注册，也可以通过微信

直接注册登录。

https://meeting.qq.com/download-center.html?from=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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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起会议

登录成功后，您可看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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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头像：点击头像，可以编辑修改自己的名称，这会显示

在会议成员列表中。建议认真准确地填写。

2. 加入会议：用于参加他人组织发起的会议。点击加入会

议，您可以快速加入一场会议，输入对方发送给您的“9位会议

号”就可以加入该会议。

四、进入会议

可以通过点击会议邀请自动进入会议，也可以用上述输入

“会议号”加入会议的方式进入会议。

当使用 PC进入会议时，系统会提示您选择音频接入方式，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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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对应两个选项，分别为“电话拨打”和“电脑音频”，

可以选择任意一种作为您在会议中的通话方式。一般会议建议直

接使用“电脑音频”。

“电脑音频”是指直接使用电脑的麦克风和扬声器（耳机）

作为会议音频接入方式加入会议，该种方式适合于小型会议，不

受场景局限。当举办大型会议时推荐您使用 “电话拨打”作为

音频接入方式，通话质量会更好。

当您不选择任何音频接入方式的时候，您将无法在会议中发

言和听到别人的讲话。

另外，使用移动设备进入会议时没有此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