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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llects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recruiting, demands and supplies in Xinjiang key industries by the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carried out in almost 2000 companies located in 14 districts of Xinjia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ause
for mismatching of supplies and demands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advice and suggestions on
skilled worker cultivating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bases of relevant decisions taken b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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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十四个地州近2000家企业开展重点产业供需状况调查，真实了解新疆企业用
工现状、招工形式、用工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等问题，深刻剖析企业市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原因
和症结，为新疆重点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培训问题提出工作和政策建议，也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决策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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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产业升级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企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与产业工人供给的不匹配所造成的就业结
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时，随着自治区的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今后新疆经济发展将更多依赖人口
素质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必须通过大力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力度，逐步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为此中央
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国家人才发展规划重大人才工程为
新疆提供重点支持的意见》(中组发[2011]21 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供需矛盾，但重点产业工人紧缺现象依然存在[1]。此项研究立足
新疆实际，围绕做大做强现有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需要，开展重点产业紧缺人才调查分析研究，摸清
新疆企重点产业紧缺人才队伍的需求与缺口，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

2. 新疆重点工业领域产业工人供需现状调查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针对十四个地州近 2000 家企业开展重点产业紧缺人才调查分析研究。通过对调
查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频数分析和交叉分析，得到以下调查结果：

2.1. 企业民族员工的比例状况
在新疆的重点产业的企业中，民族员工比例在 30%以下的企业的比例为 68.8%。这表明在新疆的企
业中，民族员工比较少，但这与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 60.137%相矛盾。

2.2. 企业产业工人学历层次及企业要求状况
在新疆的重点产业的企业的产业工人中，按学历层次分，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为 34%；中专及高中的
比例为 39%。即中专和高中以下的比例为 73%。新疆重点产业的企业对产业工人学历要求的总体情况是：
需要学历要求的紧缺岗位占比为 84.3%，需要中专及大专学历的紧缺岗位占比为 56.5%，其中占比最大的
是中专及以上学历的紧缺岗位，为 31.6%；次之的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紧缺岗位，为 24.9%。

2.3. 企业产业工人技术等级及企业要求状况
在新疆的重点产业的企业的产业工人中，技能等级结构分布为：无级别的比例为 50%，初级工:
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分别为：20%:16%:8%:4%:2%。新疆重点产业的企业对产业工人技术等
级要求的情况为：需要技术等级要求的岗位结构比例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
26.8%:18.2%:8.1%: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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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业工人的紧缺程度及企业要求状况
调查的 1693 家企业填写的紧缺岗位总数为 2222 个，其中比较紧缺以下占比 50.3%，相当紧缺以上占比
49.7%，单项占比最高的是比较紧缺岗位，高达 27.4%。其中产业工人紧缺是十四个地州市中四个地区的产
业工人紧缺程度最严重，它们分别是巴州 1:2.42、喀什地区 1:5.52、和田地区 1:2.48、塔城地区 1:1.75。其中
紧缺最严重的是喀什地区，其紧缺程度高达 5 倍之高。从地理分布区域看，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州与偏远地区。

2.5 企业解决产业工人需求的方式及企业要求状况
从解决新疆重点产业企业工人需求的方式来看，校园招聘、网络招聘、人才市场中介、现场招聘和
熟人推荐的比例为 76.3%；而外地引进、
项目技术合作、
媒体广告招聘和校企合作定单培训的比例为 21%。
新疆重点工业领域的产业工人从人才市场上招聘获取的难易程度为：一般困难占比 17.1%；比较困难以
上占比 82.9%，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比较困难的紧缺岗位，高达 31.9%。

3. 新疆重点工业领域产业工人供需存在的问题
3.1. 新疆重点工业领域产业工人总量紧缺严重
由调查数据可知看出全区需要新增不同数量的产业工人占比较大，需要新增产业工人数量远大于企
业现有产业工人数量，全区重点工业领域产业工人总量紧缺程度普遍偏高，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由于在传统的人才标准(轻视技术工人以及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之下，
社会缺少了培养技术工人队伍的动力，另一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重学历教育，轻技能培训)和人才管理体
制也导致了技工数量的相对减少，比如：技术学生的学历提升通道，技术工人的资格认定，技术工人的
社会地位以及薪酬待遇等等均严重抑制了人们当技术工人的积极性[2]。

3.2. 产业工人技术等级比例整体偏低，比例失衡
由调查数据可知：企业现有无级别产业工人比例高于企业期望的无级别工人近 10%；新疆重点产业
中企业技术等级要求的岗位结构比例高于现有产业工人有技能等级的比例为 9.4%；高技能人才在新疆的
重点产业的企业的产业工人技能等级结构分布中所占的比例为 14%。这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中提出的对全区技能人才所占比例的要求相差较远。

3.3. 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偏低，学历层次低
在新疆重点产业的企业产业工人中，具有初中及以下、中专及高中学历的比例低于企业对产业工人
学历的比例分别为 50.3%、17.5%，这个数据分析表示企业对学历要求有提升的趋势，更倾向于需要大中
专学历的产业工人，其中掌握一定一线操作技能的中专生更受欢迎。实际上，新疆不是劳动力缺乏，缺
乏的是高端研发型科技、高新技术人才以及普通的技能型技术工人。一方面这与新疆特殊的地域环境、
用工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与新疆人才流失的情况亦有关，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给与相关政策，为企业的发
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3]。

3.4. 企业获取产业工人的渠道单一，不畅通
从解决新疆重点产业企业工人需求的方式来看，校园招聘、网络招聘、人才市场中介、现场招聘和
熟人推荐的比例为 76.3%，新疆重点工业领域的产业工人从人才市场上招聘获取的比较困难以上占比
82.9%。说明产业工人从人才市场招聘获取的这种渠道是单一和困难的，远远不能够解决产业工人的获取
问题，还需从多种途径综合解决，比如：外地引进、项目技术合作和校企合作定单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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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疆籍员工与民族员工比例较少
由调查数据可知在新疆重点产业企业中新疆籍员工和民族员工的比例还不理想，针对企业在吸纳新
疆籍员工还有较大上升空间的可能下，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提出的目前新疆重点群体
就业形势严峻、就业观念比较落后等问题，政府需要进一步在政策上多一些扶植补助，加强专业技能和
职业素养培训，进一步拓宽新疆籍员工和民族员工的就业空间。

4. 新疆重点工业领域产业工人紧缺状况与需求的解决方案
产业工人作为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基石，是我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因此，当务之
急是政府、企业及职业院校发挥各自的作用，从制度、物质、文化等层面携手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
展我区产业工人技能型人才的建设工作[4]。

4.1. 政府方面
产业工人技能型人才在供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矛盾。而被调查的企业中绝大
多数企业表达了对政府的期许。
4.1.1.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多渠道助力产业工人培养
从前面的分析数据中有二组数据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所调查的全疆重点产业的企业现有产业工人
61,738 人，需要新增(紧缺)产业工人 64,965 人。二是所调查的全疆重点产业的企业 1693 家，有 1254 家
企业产业工人都出现紧缺状况。这二组数据告诉我们我区技能型人才总量紧缺与需求状况严峻，已经严
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就需要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并要及时了解人才
市场需求情况，结合培训意向预测招收人数，设定培训专业，与用工企业多联系，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培养“适销对路”的产业工人，使培训与市场需求相贴近。如赣州职业技能培训创造的“工业园区提要
求、劳动部门下计划、街道组织生源、基地组织培训、县市区直各部门监督、财政部门拿钱”经验值得
推广[5]。另，可以以民族特色产业开发为基点，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实用技术和劳动技能的少数民族农村
实用人才带头人，建立健全“双语”学习激励机制，适度扩大内地高中班规模，加大选派各类少数民族
人才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内地省市任职挂职、培训考察的力度等[6]。
4.1.2. 统筹各类人才在不同区域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由调查数据可知，我区人才紧缺从地理分布区域看，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州与偏远地区紧缺，最严重
的是喀什地区，其紧缺程度高达 5 倍之高。因而政府需进一步完善促进南疆三地州和艰苦边远地区人才
发展政策，加大对南疆三地州和艰苦边远地区人才开发支持力度。比如：继续实施实施“千名干部下基
层计划”、“专业技术人员服务艰苦边远地区行动计划”；继续做好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进一步完善
优秀人才下基层选派范围、途径、方式、待遇、评价、保障、激励的政策体系[7]；增加艰苦边远地区和
基层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职数，提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用)比例；建立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人才
定期健康体检和休养制度等。

4.2. 企业方面
由调查数据可知：在新疆重点工业产业企业在聘用产业工人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产业工人来源渠道
不通畅、流失问题严重、员工薪酬期望过高和综合技能不符合企业的要求。
4.2.1. 认知人力资源重要性
从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仍处在传统的行政人事阶段，远没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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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人为本”的水平，对员工们主要采取制度来控制与强制，处在“对立式”管理水平，从根本上未
认识到人力资源重要性和可开发性，导致产业工人流动频繁，流失严重，影响团队士气及整个组织气氛，
最终影响企业正常运营。更何况现在新生代 80 和 90 后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这一代人与上一辈
价值取向及特点上有极大不同。根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的研究显示，当代工人的价值取向呈现多
元化趋势，他们优势的价值取向是品格追求、公共利益和工作成就，对法规、人伦前提及家庭价值强调
居中，而对金钱权力及从众的价值取向则与理论平均数相比稍向负性侧面偏离，但这不表明他们不看重
薪酬，一半以上的工人最大期望选择“加薪”，这与本次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8]。
4.2.2. 校企联姻建立订单式培养模式
对企业来说可积极寻求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实施订单式培训模式，这亦是“多赢”的一个模式。例
如先后有五家企业与新疆轻工职业学院联合成立校企合作学院：与新疆金牛生物有限公司共建新疆金
牛·盖瑞学院，与新疆航天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新疆航天信息学院，与新疆经济报系共建新闻传播学院，
与新疆天富集团共建新疆天富学院，与新疆新能源公司共建新疆新能源学院。在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和合作发展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这样既为学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社会服务、对口支
援与交流及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也为企业寻求[5]。
4.2.3. 建立技能型人才的沟通机制
由数据分析可知：在新疆的重点产业的企业的产业工人中，青年和壮年是企业的主要力量。在自治
区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时，正在处于创业和成长期的企业也必须有一支年轻的团队来支撑，只有具有年
轻的员工的企业才能使企业具有创造力和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具有活力。因而企业需探索总结出符合新
生代员工的管理方式。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刘仁怀教授总结出“提高产业工人凝聚力‘五度’工程
建设”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值得我区企业认真学习。简单说，即是提高企业与员工沟通程度(包括企业与
管理层对员工、员工对企业与管理层态度)；提高员工职业发展的“三公”程度(包括基层员工职业发展与
薪酬机制分析)；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认同程度(从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提高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包括对安全、环境保护及劳动强度等方面)；提高员工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
(包括食宿条件、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状况)。这与此次调查得出的信息是一致的[3]。

4.3. 职业院校
4.3.1. 以人才市场为导向加强紧缺专业的设置与建设
各地州紧缺岗位与匹配专业分布中我们可以从十四个地州的分析结论中清晰的总结出未来五年最紧
缺的岗位，与之匹配的专业是机电、化工、纺织、食品加工、石油专业，尤其是机电专业的产业工人需
求量非常大。因此我区职业院校需要加大以上专业尤其是机电专业的设置与建设，加大相关专业实训设
施的投入，加大相关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引进与培训，加大相关专业的招生宣传工作，加大相关专业技能
证的培训与考证工作。以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新设纺织工程分院，下设三个相关专业，引进企
业高技能人才，大力培养相关专业教师，投入三千万建立全疆最大的纺织实训车间，带领学生参与省内
外各项实训大赛，校企联姻为企业培养实践性的纺织专业人才[9]。
4.3.2. 针对性的进行区域重点培养
各地州由于产业分布结构不同，所以紧缺岗位侧重点不同。克拉玛依侧重于石油化工类的紧缺岗位，
伊犁州、阿克苏侧重于食品加工类的紧缺岗位，喀什与和田地区侧重于纺织加工类的紧缺岗位等。从各
地州最紧缺岗位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地州的紧缺岗位的紧缺程度。巴州、博州、和
田、喀什、吐鲁番、克州的比例均高达 70%以上。由此各区域的职业院校应进行针对性的重点培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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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区域紧缺专业的大力建设，采取多种方式与其他职业院校进行联合办学，与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等等。
例如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和田地区双后生的定向培养等等。

5. 结束语
未来 10 年，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产业技术工人是新
疆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
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通过以上的分析，解决新疆产业技术工人和技能型人才的紧缺问题，
需要政府、社会、企业、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多方联动培育出更多合格的技能型人才，打造一支高素
质的产业工人队伍，促进新疆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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