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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相会在上海！
世界技能大赛向全球发出邀请

[问] 上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斯喀

山举行，有 50 多个比赛项目，明年上海世赛
在项目数量和内容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答] 尽管受到全球疫情影响，但世界技
能组织各成员对参加上海 2021 年世赛抱有极
大的期待，在 9 月 21 日世界技能组织、国家人
社部和上海市三方视频会议上，大家一致赞同
上海世赛预设比赛项目为 63 个，其中 53 个项
目为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比赛项目，1 个项
目（工业机械）为第 45 届世赛两个比赛项目合
并而来，9 个项目（建筑信息建模、工业设计技
术、工业 4.0、机器人系统集成、光电技术、可再
生能源、增材制造、移动应用开发、轨道车辆技
术）为本届新增项目。

目前 63 个项目都已开放给世界技能组织
成员进行预注册。 上海 2021 年第 46 届
世界技能大赛比赛项目涵盖结构

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创
意时尚与艺术、信息与通信技术、
个人和社会照护 、 交通与运输六
大领域。

其中，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
设立管道与制暖、砌筑、家具
制作、 精细木工等 13 个
比赛项目； 制造与工程
技术领域设立机电一

体化 、数控车 、数控铣
等 21 个比赛项目； 创意
时尚与艺术领域设立珠宝

加工 、花艺 、时装技术等 6 个
比赛项目； 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
设立信息网络布线、 商务软件解决
方案、印刷媒体技术等 8 个比赛
项目； 个人和社会照护领域
设立美发、美容、糖艺（西
点制作）等 8 个比赛项
目；交通与运输领域设
立飞机维修 、 汽车技
术、车身修理等 7 个比赛
项目。

新华社上海 9 月 22 日电

22 日是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
一周年的日子。记者从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世赛筹办工作如火如荼，有望成为比
赛项目最多、赛场面积最大的世赛。
“客观上讲，新冠肺炎疫情给大赛能否如

期举办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考虑到一
些重大国际赛事明年将如期举办、全球疫苗研
发提速等因素，经慎重研究，仍按‘时间不变、
目标不变’来推进各项准备工作。”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

会副主任汤涛介绍，人社部会同上海市，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对筹办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
谋划、组织、推动第 46届世赛筹办工作。
据介绍，结合大赛的筹办，人社部正在从多

方面推动技能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包括加大
培养培训，全力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技工教育，
启动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计划”，
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和职业分类动态调整
机制，深化技能人才评价改革等。
上海市副市长、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彭沉雷

介绍，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主动适应新产业、
新技能发展需要，计划新增工业 4.0、机器人系

统集成等 9个项目，有望成为比赛项目最多
的一届世赛。同时，还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规划了 11个展馆 30多万平方米的赛场总体布
局，赛场面积将超过历届世赛。
目前，上海高技能人才总量达 115 万人，在

技能劳动者中比例超过 34%，初步形成了一支
与上海产业发展需求基本适应、规模较大、素质
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
同日举行的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

一周年主题活动，不仅向世赛志愿者组织招募
团代表授旗，还向五洲四海“寄出”了上海世赛
的邀请函。

他，19岁就站上了世界技能之巅，成
为首位获得“阿尔伯特大奖”的中国人，
载誉归来被授予“江苏大工匠”。
他，20 岁时摘下世界技能大赛金牌，

实现中国在工业控制项目零的突破。
她，在世界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转眼

已 3 年，仅仅 23 岁的她，已经拥有乘务
员、技能赛教练、教员、裁判等多种身份。
宋彪、袁强、陈亦凡，3 年前，他们是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最耀眼的星星；
昨天，从接过证书的那一刻起，他们成为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梦想大使。他们
是新生代工匠的佼佼者，将用自己的故事
告诉更多年轻人：精湛的技能，一样可以
让生命熠熠生辉！ （晨报记者 沙情奕）

精湛的技能
让生命熠熠生辉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梦想大使揭晓

“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世赛、参加世赛。希望更多人
明白， 西餐服务绝不只是给
客人斟酒端盘子的简单服

务， 它融合了西餐文化和西
餐生活方式。 ”

“我从自己的成长参赛
经历中深深体会到， 技能改
变人生，技能成就梦想。我将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坚定走
技能成才之路， 用自己的努
力阐释新时代工匠精神，也
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能够凭

借精湛的技能让人生出彩！”

宋彪

“能生活在这个重视教
育、重视技能的时代很幸福。
我要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

家， 青年的成才之路有很多
条， 希望更多人能抛开固有
的偏见，勇于选择技术行业，
相信 ‘360 行 ， 行行出状
元’！ ”

袁强

陈亦凡

[问] 世界技能博物馆具体会是怎样的呈现？
目前展品征集到了什么程度？

[答] 世界技能博物馆是全球首个致力于展

示职业技能的博物馆，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世界技能
组织三方共建的，将于 2021 年 9 月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举办期间同步开馆。

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是我国申办世界技能

大赛的一项庄严承诺，博物馆将全面践行世界技
能组织 2025 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技能展示中心、
世界技能合作交流平台、国际青少年技能教育基
地以及官方文献中心。 届时，博物馆将成为展示
世界技能发展精华的重要载体，各国嘉宾交流和
参观的集聚地， 举办部分国际技能交流活动、会
议及论坛的场所。

世界技能博物馆选址于上海市杨浦区杨浦

滨江区域，位于杨浦大桥下，由百年历史建筑永
安栈房改建而成。

作为博物馆核心工作———展品征集，去年博
物馆已启动面向全球范围的展品征集工作，目
前，展品征集工作总体比较顺利，已累计收集国
内外展品信息 4000 余组， 实际入库展品 400 余
组，博物馆聘请的专家正在对陆续征集到的展品
信息进行甄选工作。同时，为扩大征集渠道，博物
馆今年 5 月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展品，征集
主要以捐赠、寄存和复制三种方式开展，希望大
家可以持续关注。

确实，今年的疫情给博物馆的国际展品征集
带来了很多挑战。 国际展品征集，主要是协同世
界技能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开展。国外疫情持续爆
发对国际展品征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对运
输造成了影响。 为此，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一是在今年年底完成博物馆硬件改造任务。
二是同步进行策展设计，目前策展设计已经

进入到第三阶段，世界技能组织对策展的总体
方案表示了充分认可。

三是要把整个展品和目前展陈设计方

案最终在修缮完毕的展馆中呈现出来 ，
这个主要是明年 1-8 月的任务。相
信通过这个博物馆，能够吸引
更多青少年关注技能 、学
习技能， 从而走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

热点问答

制图 / 潘文健

晨报讯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领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检查
组昨天来沪开展执法检查。市委
书记李强同执法检查组一行举行
座谈，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
座谈并出席执法检查汇报会，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出席执法
检查汇报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熊群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
财经委委员徐如俊，市场监管总
局副局长秦宜智参加。

李强说，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法
执法检查，是对法律实施的有力指
导，是顺应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需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 上海将
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 按照党
中央决策部署，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完善制度供给，更好保障
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当前，我
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打
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更加需要法
治的支撑保障。希望全国人大常委
会继续给予关心指导，帮助上海更
好推进各项工作， 更好服务全国
改革发展大局。

王东明说， 上海市高度重视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贯彻实施，善
用法治思维、 改革方式和创新办
法， 统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和法
律实施，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
作， 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发挥了
重要作用。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 全面实施好反不正当
竞争法；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探索积累经验； 要依
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重要贡献；
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努力
率先形成新时代发展新格局。

龚正说， 按照中央部署和市
委要求， 我们认真贯彻实施反不
正当竞争法，完善配套政策法规，
优化审查工作机制， 健全科学监
管对策，严查违法违规行为，推动
形成长三角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合力。希望检查组多加指导、多
提宝贵意见。 我们将全力打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 全力维护市场
机制有效运行， 全力保护经营者
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蒋卓庆说，市人大常委会将根
据执法检查组的要求，更好地支持
和监督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贯彻实

施好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审议修
改好《上海市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为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

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反不正当竞
争法执法检查组成员，市领导诸
葛宇杰、肖贵玉、许昆林参加相关
活动。

在沪期间，执法检查组将赴
浦东、长宁等区深入开展实地检
查，并召开由相关企业、协会、专
家等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听取意
见建议。

李强与王东明一行座谈

更好保障各类
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